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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作业失火致17死
辽宁一企业12人获刑

辽宁省葫芦岛市一矿业公司
在作业过程中， 违反安全生产相
关规定，进行电焊作业造成失火，
失火产生的有毒气体进入副井，导
致正在副井作业的17名工人死亡。
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终审
认定， 以曹志兴为首的12名企业
负责人及工作人员构成重大劳动
安全事故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5
年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不等的刑罚。 ■均据新华社

记者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获悉，食药监总局近期
抽检发现标示为福安药业集团
庆余堂制药有限公司等3家企
业生产的10批次药品不合格。

食药监总局通告指出，标
示为吉林省正辉煌药业有限
公 司 生 产 的 批 号 为
20150403、20160304的藿香
正气丸（浓缩丸），武汉五景药
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批号为
15100401、16020401、
16040403、16050402的色甘
酸钠滴眼液，福安药业集团庆
余堂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批
号 为 150901、160201、

160301、160401的注射用头
孢地嗪钠不合格。不合格项目
包括水分、可见异物、溶液的
澄清度与颜色。

通告强调，对上述不合格
药品，相关省份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已采取查封扣押等控
制措施，要求企业暂停销售使
用、召回产品，并进行整改。

食药监总局要求生产企业
所在地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依据有关规定对生产销售不
合格药品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
调查， 三个月内公开对生产销
售不合格药品相关企业或单位
的处理结果。 ■据新华社

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16
日启动财政扶贫资金专项检
查，检查涉及全国有扶贫开发
任务的28个省区市，重点检查
资金使用管理的合法性和规
范性。

据中央纪委驻财政部纪
检组组长莫建成介绍，中央财
政4年来累计安排专项扶贫资
金共1961亿元， 年均增长达
19.22%，2016年和2017年连
续两年每年新增200亿元。

“在扶贫资金规模大幅增
长的情况下，如何保证这些资
金落实到位、使用安全、取得成
效，中央高度重视，社会广泛关
注，群众热切期盼。”他说。

据财政部监督检查局局
长王小龙介绍，此次检查主要
针对2015年和2016年中央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以及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支持贫困革命
老区扶贫开发部分。重点检查
资金分配和拨付、项目确定是
否符合政策和程序；资金使用
是否存在挪用、截留、滞留、贪
污等现象；项目申报是否存在
弄虚作假、套取和骗取财政资
金问题等。

6月底， 两部门将专题向
国务院上报检查情况。检查过
程中，如发现重要违法违纪线
索，可追溯以前年度和延伸其
他财政专项资金。■据新华社

近日， 珠海一名25岁的女
子到熟人推荐的一名自称从韩
国进修美容归来的朋友家中注
射玻尿酸， 致使右眼视网膜中
央动脉堵塞、右眼失明。

“新华视点” 记者从广东
省第二人民医院整形美容科
了解到，近一年来，该科室接
诊因美容失败导致严重并发
症的患者平均每月达18人，
比上年同期上升70%多。由于
利润高、违法成本低、监管弱
等因素， 美容整形行业已形
成包括药商、美容院、培训班
（具体案例详见今日E02版）
等在内的非法产业链。

引发大量事故
假针剂在网上公开售卖

据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整
形美容科主任罗盛康介绍，朋
友圈和微博中流通的微整形药
剂95%都是假的，大量医疗美容
事故都是由于假针剂引起的。

记者调查发现， 假针剂在
互联网上公开售卖。 目前在国
内美容市场流行的日本美思满
公司生产的人胎素产品， 在淘
宝上以每盒几百到几千元不等
的价格售卖。 在日本医疗行业
从业多年的名古屋大学医学博
士李岚告诉记者， 按日本相关
法律规定， 这类注射类的药品
不能对个人销售，所以不可能通
过代购带回国；中国法律也不允
许此类药品进口。因此，目前在
中国市场上流通的这些声称来
自日本的人胎素都是假的。

一位业内人士介绍， 现在
很多非医疗专业人士组团去
日、韩培训整形项目，如果不去
参加这种培训， 就拿不到这类
所谓的进口药物，而这种药物
是这个行业的重要暴利来源。
据了解，在正规医院，注射一
支肉毒素价格数千元至上万
元不等。北京一个不法窝点宣
称的“韩国进口”肉毒素拿货
价每支480元至650元，卖给客
人的价格约2000元至5000元，
有些产品甚至论斤卖给美容院

或工作室。
记者发现， 在淘宝上玻尿

酸价格最低的只有几十元。其
实正规厂家的玻尿酸差价并不
大，价格都很高。那些低价产品
都是仿造品，质量无法保障，有
的还使用国家早已明文禁止使
用的奥美定冒充玻尿酸。

民不举官不究
非法整形处于监管盲区

沈阳妇幼保健院整形美容
外科医生裴宁说，按照规定，凡
运用药物、 手术和医疗器械等
医疗手段， 对人体进行侵入性
治疗，从而达到对机体形态、皮
肤等进行重塑和修复等美容性
治疗目的的， 均属医疗美容项
目， 须在卫生部门批准的正规
医疗机构进行。

非法整形违法成本很低。
记者采访了数例在非正规机构
整形失败的受害人， 由于肇事
者要么是老板请来的培训老
师，要么是自己的同事，要么是
朋友介绍的机构， 最后都因为
“碍于情面”又不愿声张不了了
之。 广州华美医疗美容医院副
院长赵晶晶说， 整形失败带给
受害人的有些是终身残疾，甚
至危及生命安全， 但目前非法
整形处于民不举官不究的状
态，违法者大多未受到重罚。

有少数想维权的受害人发
现，维权无门。这类生活美容机
构注册的是工商服务行业执
照， 而医疗美容行为由卫生监
督部门监管。维权过程中，工商
部门说是卫生监督部门的事，
卫生监督部门称自己没有执法
权， 而公安部门称这属于民事
纠纷，他们也管不了。

一些业内人士建议， 应加
大源头打击力度， 减少市场上
的假药横行。 同时加强跨部门
协调，卫监、药监、公安等关键
部门，明确职责，联动查处。此
外， 严禁无资质人员开展医疗
美容服务， 对造成人身伤害的
行为从严惩处。

■据新华社

网上卖的微整形药剂95%是假的
整容市场乱象丛生 谁为美丽安全买单？

以“1元体验”为诱饵，结果
忽悠、 强制顾客消费3万多元。
近日， 福建省消费者权益保护
委员会曝光这起诱骗消费典型
案例， 警示消费者提高对诱导
式消费的警惕性， 经营者要自
觉遵守法律规定。

2016年10月，福建省连江
县可诺丹婷美容店工作人员以
“1元体验”为诱饵，诱导消费者
刘女士进店进行面部护理。美容
师在为其做面部护理时反复强
调“做1次没有效果，半年内要
做24次才有效”。 在美容师的软
磨硬泡下，刘女士只得刷卡2000

元办理了面部护理半年套餐。
之后， 该店又游说刘女士

体验“淋巴排毒”项目、购买内
衣等， 诱导刘女士刷卡消费
16980元，甚至让其从第三方借
贷平台转账支付14400元购买
塑形衣。

消委会有关专家提醒：消
费者在参与各类预付式消费
前， 应了解清楚经营者的市场
信誉和经营状况， 千万不可因
某商家优惠幅度较大而忽视了
潜在的风险； 进行预付式消费
时，尽量避免一次投入过高，承
担过大风险。 ■据新华社

“1元进店”为诱饵 结果却花3万多
专家提醒谨防诱导式消费

3月16日，专家和工作人员对抹香鲸胎儿进行称重。当日，在惠州港油库
码头附近搁浅死亡的抹香鲸被解剖，专家从抹香鲸体内取出一头成形的抹香
鲸胎儿，长2米、重110.5公斤。经测量，母鲸长10.78米、重14.18吨。专家表
示救助过程中曾发现母鲸的声呐系统出现问题，但目前解剖还未完成，具体
死因尚不明了。 新华社 图

查贪查骗查挪用
28省区市启动扶贫资金专项检查

食药监总局通告10批次药品不合格
含藿香正气丸等常用药

抹香鲸搁浅死亡
解剖发现已怀孕

外交部回应日军舰
赴南海参加军演：
莫在南海兴风作浪

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将派
自卫队最大驱逐舰“出云号”前往
南海及印度洋参加联合训练和军
演。有评论称，这是日本加大军事
介入南海的举措， 旨在支援南海
有关声索国抗衡中国。 请问中方
对此有何反应？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6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日本应反省
历史，不要在南海兴风作浪，不要
再做损害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华春莹说，近期以来，日本出
于一己私利， 不断在南海问题上
搬弄是非，煽风点火，搅局南海稳
定， 已经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
满和反对。 如果日本继续执迷不
悟，甚至想以军事介入南海，危害
中方主权和安全，加剧地区紧张，
中方必将采取措施坚决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