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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车目的地不明的麻黄草

兰州市郊区某处农场，钢架大棚内
贮存着数十吨制毒原料麻黄草。大棚外
则是平平无奇的菜地和养殖场，鸡、羊等
动物粪便堆积在地上，掩盖了正在制作
的麻黄碱的气味。高墙内，不为人知的
制毒工作正在进行中。而这一切，尽被
墙外蹲点守候的民警所掌控。

2019 年 6 月，兰州警方接到公安部
信息，有一车目的地不明的麻黄草近期
将运抵甘肃。“麻黄草”可作药用，但它
的另一用途才是其成为警方“敏感词”
的原因：制作冰毒的重要原料。因此，
麻黄草的种植、运输、售卖都受到国家
的严格审批和监管。接获消息，兰州市
公安局缉毒支队民警立刻警觉起来。

6月 14日，民警接报，运输麻黄草的
货车已从内蒙古出发。兰州市公安局缉
毒支队副支队长嘉立民，立即带领队上
两名民警，连夜赶往甘肃与内蒙古交界
处守候。凌晨时分，运输麻黄草的车辆
徐徐驶入甘肃境内。

民警没有立即拦截询问车辆，而是
一路跟随，直到大车开到兰州市红古区
花庄镇一个隐蔽的农场门口。几名工人
鱼贯而出，手脚麻利地开箱卸货。民警
则隐蔽在远处悄悄观察。

嘉立民回忆，这个农场极为偏僻，四
面都是高墙，门口有一个未挂牌子的大
铁门。农场的东面与村庄接壤，其余三
面均是树林和农田。满满一车麻黄草没
有运输到制药厂，反而运到这个前不着
村、后不着店的隐蔽场所。

凭着丰富的打击毒品经验，民警断定
农场内很有可能隐藏着一个制毒窝点。

过了几个小时，麻黄草才卸完。工
人们拿出扫帚把门口落下的残渣打扫干
净，关上大门进到院里。嘉立民和民警
立刻赶到门口，仔细地在地上搜寻，才发
现了一小节麻黄草干枝。

为了看清院内的情况，民警刘会登
上了一根距离农场 100 米左右的信号传
输塔。信号塔很窄很小，刘会小心翼翼

地爬到顶端。这里不能站也不能坐，只
能半蹲着拿望远镜观察。

“ 我 在 塔 上 看 到 院 子 里 工 人 们 正
把麻黄草运进一个钢架大棚，还能听
见机器轰鸣的声音。他们应该正在切
割麻黄草。”场地的规模不小，工人们
在大棚间忙碌着，丝毫没有注意远处
塔上的刘会。

刘会从塔上下来已是晚上，由于长时
间保持半蹲姿势，双腿已经麻木。因为
有重大发现，他回忆时仍有隐隐的兴奋。

“毒村”漏网之鱼流窜西北

2019年，以广东省“雷霆扫毒 12·29”
专项行动为原型拍摄的电视剧《破冰行
动》在网络上热播。里面的塔寨村，原
型就是广东省陆丰市博社村。这里曾
因庞大的制毒规模和肆无忌惮的犯罪
行为，被称为“制毒第一村”。

公安部门始终对村寨型制毒窝点保
持着十二分的警觉。兰州缉毒民警对农
场内人员信息，逐个进行了详细的比对
分析，发现其中一个叫蔡振豪的广东惠
州籍男子曾经为涉毒人员。

“我们发现他的户籍信息原来就在
广东省陆丰市博社村。”嘉立民说。

2013 年“雷霆扫毒”中，蔡振豪因证
据不足而被释放，后来长期销声匿迹，
这次又与兰州这个疑似制毒窝点发生
联系。

民警更加确定农场内正在制毒。鉴
于蔡振豪制毒经验丰富，民警行事谨慎，
以免“打草惊蛇”。

这起案件引起公安部、甘肃省委省
政府高度重视，相关领导多次批示。民
警分为两组对大院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
盯守，还在信号塔上架设了监控摄像
头，对涉毒农场进行了大量的侦查取证
和摸排。

民警还曾数次化装，潜入农场周边
进行侦查。

“我们曾装扮成电缆维修工人，因为
农场高墙上安装了 7个摄像头，在外围盯

守只能蹲藏在远处的田地里。”嘉立民说。
经过数天的搜索比对，民警对制毒

窝点内的人员构成、具体情况有了初步
掌握：这是一个由蔡振豪和四川籍男子
刘占全共同出资成立的制毒窝点，蔡振
豪负责销售、贩运，刘占全负责工厂加工
生产。

多日等待后，民警又截获一条消息：
蔡振豪制作的第一批麻黄碱准备“出
货”。为了不让制毒物品流到社会上，民
警准备立即收网。

6月 25日凌晨，600余名公安民警悄
悄地将制毒工厂包围，随着总指挥一声
令下，民警立即扑向工厂。刘占全、蔡振
豪以及所有工人都还在睡梦之中，就被
悉数逮捕。同时，广东、内蒙古、甘肃古
浪县等三地民警同时行动，将提供麻黄
草货源以及农场场地的嫌疑人等一并抓
获，共计抓获 21 人。后来民警经过审
讯，又将提供麻黄草货源的中间商田某
抓获。

审讯中，缉毒民警得知，蔡振豪等人
是初次生产麻黄碱，第一批货物才刚刚
制出，就被“一网打尽”。

用鸡羊粪便遮盖制毒气味

收网后，民警在工厂内共查获制毒
原料二甲苯 3807.5公斤，伪麻黄碱、盐酸
甲基麻黄碱 23.82 公斤。从内蒙古共运
来麻黄草 19.6 吨，预计可生产麻黄碱 70
多千克。

经审讯，民警发现操控这个农场式
制毒窝点的，是一个分工明确、组织严
密、反侦查能力极强的犯罪团伙。

缉毒民警介绍，蔡振豪等人有丰富
的制毒经验，反侦查意识极强。“平时的
生活物资全部由车从外面拉，工人老板
从不出去。”嘉立民说，工厂安保密不透
风。

2018 年开始，蔡振豪就与刘占全奔
赴宁夏、内蒙古多地“考察场地”，最后
确定在兰州市红古区花庄镇这个偏僻农
场内实施制毒。因为该农场远离村庄，

四面都有高墙，且进入农场内部需经过
两道铁门，外人根本无法得知内部情况。

抓捕前，民警走访发现，周边群众竟
没有一人知晓农场内部情况。“制毒团伙
对这个农场的环境非常满意。”嘉立民
说。

不仅“安保”工作做得好，生产方式
也“瞒天过海”。

收网后，缉毒民警在农场内进行了
详尽搜查，发现蔡振豪等人用来制毒的
大棚只有两座，其余大棚内照常养殖一
些鸡、羊等家禽牲畜，还种上了蔬菜，从
外面看与普通农场无异。

“鸡、羊的粪便可以遮盖住麻黄草、
麻黄碱的气味，不容易被外人发现。”办
案民警介绍。两座制毒的大棚紧挨着，
中间用一根水管连接，第一个棚里加工
的溶液，直接通过水管输送到第二个棚
里再加工。废料也不排到农场外，而是
挖了一个大坑用来处理，生产过程分工
有序。

民警介绍，这个制毒工厂的“绝命毒
师”们，都来自昔日的“制毒村”。由于

“老巢”被剿灭，蔡振豪积极网罗这些
“衣食无着”的“毒师”们，为他们发挥
“余热”积极奔走。

警方抓获的两名制毒嫌疑人交代，
他们所制作的麻黄碱，离冰毒成品只有
一步之遥。近年来，国家加大对毒品和
制毒物品的打击力度，使得市面上麻黄
碱的价格攀升，他们才会铤而走险逃匿
到西北来制毒。

兰州市公安局缉毒支队支队长路济
龙介绍，这起案件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兰
州市破获的最大规模的制毒物品案，从
立案到破案仅仅 11天，并且实现了全链
条打击。由于警方在凌晨行动，且未被
察觉，因此固定了大量一手证据，所有参
与制毒的工人均被移交起诉。在以前破
获的制毒案件中，工人们由于主观犯罪
的证据很难固定，因此难以被起诉。

据悉，该案件将于近期在兰州市红
古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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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警方破获一起制毒案 查获制毒原料 3807.5公斤

陆丰漏网“毒师”流窜兰州制毒

偏远僻静的乡村农场成为规模庞大的制毒原料加工厂；“毒师”假扮养殖场工人，闭门不出专心制毒；警方出动六百余名警力四
地联动同时抓捕；东南沿海“制毒村”团伙漏网成员，逃窜内陆搅动沉渣泛起……在兰州警方 2019 年破获的一起地下制毒物品加工
厂案件中，在电影中才能看到的情节真实上演。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兰州市破获的规模最大的一起制毒案件。

该案件将于近期开庭审理，等待“绝命毒师”们的，将是法律的判决。
2019年以来，甘肃公安机关破获毒品案件19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500余名。公安民警用他们的无畏告诉大家，远离毒品，

才能珍爱社会。

国务院 29 日颁布《化妆品监督管理
条例》，条例将于明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我国是全球第二大化妆品市场，近年来
市场规模年均增长率达 10％以上。条例
首次提出注册人、备案人概念，首次将牙
膏参照普通化妆品管理，打击假冒伪劣，
加强网络销售监管，“美丽”行业将迎来
哪些新变化？

首次提出注册人、备案人概念

当前，我国化妆品注册备案的企业约
7 万多家，其中持有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有
5000多家。据不完全统计，90％以上的企
业采用委托方式组织生产，75％以上的产
品为委托生产的产品。

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司有关负责
人表示，条例从我国化妆品产业的实际情
况出发，借鉴药品、医疗器械以及国际上
有关管理经验，提出了注册人、备案人制
度。这将从整体上提升化妆品生产经营
者的准入门槛，引导并规范中小型企业的
生产经营行为，使其具备与承担产品质量
安全主体责任相匹配的质量安全管理能

力、风险监测和不良反应监测能力，促进
行业平稳、有序规范发展。

首次将牙膏参照普通化妆品管理

条例首次将牙膏参照普通化妆品管
理。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司有关负责人
表示，在产品安全性要求不降低的前提下，
将一般清洁类及宣称具有防龋、抑牙菌斑、
抗牙本质敏感、减轻牙龈问题等功效的牙
膏按照普通化妆品实施备案管理。宣称上
述功效的产品，在按照功效评价标准进行
人体功效验证后，应当将相关评价依据对
外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从管理实践上看，
牙膏产品有区别于普通化妆品的独特之
处，如原料管理、功效宣称、标签管理等。
下一步，药监部门将根据牙膏的特点和实
际情况研究制定相应的配套文件。

打击假冒伪劣和非法添加

化妆品假冒伪劣和非法添加问题，是
消费者关注的热点。今年以来，国家药监
局四次通报停止销售了 237 个批次的假

冒化妆品，涉及多个知名品牌。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董银卯介绍，条例

在打击假冒伪劣和非法添加化妆品方面作
出一系列新的规定，如要求化妆品生产经
营者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保证
产品的可追溯性；明确美容美发机构、宾馆
等在经营中使用化妆品或者为消费者提供
化妆品的，应当履行化妆品经营者义务。

条例重点加强了对违法违规行为的
处罚力度。对未经许可从事化妆品生产
活动、生产经营未经注册的特殊化妆品、
使用禁用物质、非法添加等严重违法行
为，最高可处以货值金额 30倍罚款；增加

“处罚到人”规定，对严重违法单位的相关
责任人员最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
取得收入 5 倍的罚款，禁止其 5 年直至终
身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

董银卯表示，条例中违法责任的细化
和惩戒力度的加强，体现了监管部门贯彻
执行“四个最严”的工作方针，以最严厉的
处罚确保化妆品行业规范有序发展，对扰
乱行业的违法行为绝不姑息纵容。这给
现阶段有待规范的企业行为和化妆品产
业链条中所谓“灰色地带”敲响了警钟。

明确网络销售化妆品责任主体

网购化妆品成为一种新的消费趋势，
条例对网络销售化妆品是如何监管的？

河北省市场监管局综合规划处副处长
杨占新介绍，条例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如
要求化妆品电商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化妆
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承担管理责任，发
现其存在违法行为应及时制止并报告监管
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要立即停止提
供平台服务；要求平台内化妆品经营者应
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披露所经营化妆
品的信息，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履行好相关义务；对电商平台经营者和平
台内化妆品经营者不履行相关义务等违法
违规行为，药监部门将依法给予警告、罚
款、责令停业整顿等相关行政处罚。

杨占新表示，不论是电商平台还是直
播带货，线上只是销售渠道，化妆品需要
在线下生产、贮存、运输、配送。考虑到线
上交易模式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为避免形
成监管盲区，条例有关规定将化妆品质量
安全的责任承担主体落地，谁的产品谁负
责、谁销售的产品谁负责。 据新华社电

化妆品监管新规出台

“美丽”行业将迎来哪些新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