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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某原是一家医美整形机
构的产品营销员， 妻子向某也
在这家医美机构从事销售代
理，知晓医美行业的利润空间。
2016年开始， 夫妻俩分别从微
信群里购药上线， 以比医美机
构更低的进货价格购进肉毒
素、溶脂针、玻尿酸及减肥药等
无批准文号药品， 再通过微信
朋友圈招揽下线。

2017年， 邹某投资入股一
家医疗美容机构。客户急用，他
便从妻子手中拿药应急， 妻子
也会带上自己的客户去丈夫投

资的医美机构进行注射， 这样
一来，既卖了产品，又提升了邹
某在机构的业绩。

而邹某的上线旷某， 负责
购进无批准文号药品并在朋友
圈宣传推广， 其姐夫卜某则负
责收发药品事宜。为逃避打击，
卜某用虚假身份、 虚假地址把
产品邮寄给邹某，邹某再以“跑
腿” 或邮寄的方式销售给高某
等8名下线。

从2016年至2018年4月案
发， 邹某赚取6%-40%不等的
利润，销售金额达40余万元。

本报12月5日讯 老龄人
群要当心哪些金融诈骗陷阱？
怎么提升风险识别能力？ 遇到
麻烦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12月5日，“U我养老 智惠同
行” 养老金融防诈骗进社区公
益巡讲活动第一场正式走进九
悦九望月湖夕阳红社区， 开展
金融知识惠民活动。

活动现场， 长沙银行、建
设银行的两位金牌讲师，为老
年居民奉上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金融防诈骗知识普及讲座，

讲师紧密围绕老年群体的心理
特征和金融服务需求，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讲解了如何远离非法
集资和防止电信诈骗等内容。一
个个生动的案例和深入浅出的
讲述获得了现场老人的一致好
评。老人们全神贯注地听，甚至
把重要的内容记载下来。他们表
示，此次讲座很有意义，学到很
多金融风险方面的知识，让他们
对骗子的“花言巧语”和各类“语
言陷阱”保持了警惕。

据介绍，“U我养老 智惠同

行” 养老金融防诈骗进社区公
益巡讲活动， 是针对老年人理
财和金融知识缺乏的现状，以
“智”为知识点，以“惠”为公益
线，以“社区”为覆盖面的大型
公益讲座进社区活动。此外，“U
我养老 智惠同行” 金融养老知
识大课堂共有十场， 将深入省
城各社区， 打造涵盖多领域的
养老知识大平台， 有助于老年
群体预防金融诈骗、 提升金融
知识、学习理财规划。

■记者 丁鹏志

本报12月5日讯 近日，省财
政厅发布公告称， 部分会计人员
反映收到以财政局名义群发信
息，提示“会计证状态为‘过期未
审验’ 需登录BUT65.COM审核
报名”，事实上会计从业资格证已
取消，不存在年检审核，提醒广大
会计人员不要上当。

2017年11月4日修正的《会
计法》规定，会计从业资格证已经
取消，也不存在年检审核的概念。
湖南会计信息网是我省唯一办理
会计人员相关业务的网站， 广大
会计人员不要轻易相信来源不明
的短信。 凡与会计人员相关的通
知，湖南省财政厅一律通过“湖南
财政网”、“湖南会计信息网”发
布， 未委托任何个人或机构发布
与会计人员管理相关的信息，请
广大会计人员仔细甄别， 谨防上
当受骗。 ■记者 潘显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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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毅律师遗失专职律师执业证,
执业证号:14307201210822206,执业
证流水号:10758474,声明作废。

◆何忠睿（父亲：何务才，母亲：胡
兰英）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R430190645，声明作废。

◆曹可轩（父亲:曹康，母亲:邝娟)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450059，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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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芯晨（父亲:游飞羽，母亲:周凤
姣)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864089，声明作废。

◆邓伟（父亲:邓金红，母亲:谢偶
英)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B430175720，声明作废。

◆刘雅芳(父亲：刘富强，母亲：陈
茂华）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H430942489，声明作废。

◆漆雅茹（父亲：漆光武，母亲：宋
利娟）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0430387282声明作废。

◆徐文彪(父亲：徐冬良，母亲：陈
爱娇）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0396546，声明作废。

◆姚海燕遗失湖南涉外经济职业
学院毕业证，证号：123031200406
000020，声明作废。

◆湖南科技学院郑红梅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510551202996 声明作废。

◆庄南川遗失警官证，编号：武字
第 9228789 号，声明作废。

◆龙怡臻 (母亲：龙英，父亲：龙跃
成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412832，声明作废。

◆桂灵芝(父亲：桂黎峰，母亲：贺
忆湘）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362846，声明作废。

◆任海斌(430122197304057133)
遗失湘 AT6740 的营运证，证号：
007613，声明作废。

◆王余生遗失由耒阳市国土资
源局发给的耒国用 （2015）第
C01_0092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出让）， 声明作废。

小心！你打的美容针可能是假的
销售假医疗美容药品，12人被公诉 供述：大都供熟客和大客户使用

经查，12名被告人所销售、使用的产品皆无中文标识、批准文
号等，经长沙市食药监局认定，从上述被告人处查获的肉毒素、玻
尿酸等医美产品均系假药以及不符合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 从邹
某处扣押的So�Show减肥产品中还检测出“西布曲明”成分。“西布
曲明”虽能治疗经运动和饮食控制仍不能减轻体重的肥胖症，但因
为有增加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风险，我国食药监局已于
2010年宣布国内停止生产、销售和使用西布曲明制剂和原料药。

承办检察官介绍，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该案中
邹某等人对外销售未经批准的药品，并擅自给消费者使用、注射，
给消费者带来极大健康隐患。

经审查，12名被告人的行为已涉嫌销售假药罪，且涉案产品大
部分为注射针剂，根据《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问题的解释》规定，属从重处罚情形。

近日， 长沙市天心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销售假医
疗美容药品专案，对12名被告人以涉嫌销售假药罪提
起公诉。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李治明 彭伶俐

邹某的另一个下线王某宇
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客户，在
过去十年间频繁注射美容针
剂， 渐渐结识了美容机构的一
些医生。于是，从2016年开始，
他充当中间人的角色联系顾客
和医生，由医生提供药品，在医
院外给顾客整形。

2017年下半年， 经朋友介
绍成为邹某的下线， 从邹某处
购进各类整容药品8万余元。有
了自己的进货渠道， 盈利空间
更大， 只需支付开房费用和医
生注射费， 注射一次即可赚取
2000元左右的利润。

“最 新 到 货 ：：BOTUAX
（白毒）、MEDITOXIN（粉毒）、
VEUNS�SLIM�（小脸针）……
欢迎大家咨询。”通过在朋友圈
发布揽客消息等待顾客上门咨

询，凑足4人，王某宇会把时间、
地点告诉客户并联系美容机构
的医生， 到酒店开设钟点房进
行注射，自己赚差价。

除了下线， 还有大量的无
批次美容针从邹某手中流入医
美公司。“这些产品都是给我的
熟客或者消费比较大的顾客
用， 顾客都觉得捡到便宜了。”
周某是一家医美公司负责人，
为保证顾客的回流率， 他明知
邹某处的药品来源不明， 还购
进“粉毒”、保妥适和溶解酶等
产品， 以促销和捆绑赠送的形
式给顾客使用。

邹某的产品售价远低于
市面正品进价，就拿保妥适来
说，邹某的售价是1300元/支，
而正品的市面进价是2400元
左右。

2017年， 邹某的下线高某
跟随私人学习美容， 也就是给
他人注射玻尿酸、瘦脸针等。同
年7月，他在未取得相关资质的
情况下开设了一家小型美容工
作室。说是工作室，其实老板、
员工都只有她一人， 除了销售
产品，也为顾客进行注射。

“听说同行的非法工作室
被依法取缔后， 我在半年内三
次更换工作室地点。” 高某交

代， 多年前，她与微信名为“凌
坤”的人在酒吧有过一面之缘，
互加微信后再未谋面。 自己看
到“凌坤”在朋友圈推广价格低
廉的肉毒素等美容产品， 于是
主动申请成为他的下线。

今年4月，有客户发现高某
所售产品既无批准文号， 也无
中文标识，即向相关部门投诉。
案发后，高某才知道“凌坤”的
本名叫邹某。

涉案 夫妻、郎舅联手售假药牟利

骇人 无任何资质也开工作室

黑幕 假药供熟客或消费大的顾客用

以案说法 12人因涉嫌销售假药罪被公诉

公益巡讲进社区 教老年人防范金融诈骗

会计证“过期未审验”
需审核？假的！

12月4日， 长沙
市芙蓉区柑子园路
口， 违法电动车驾驶
人身着体验式劝导马
甲指引路人过斑马
线。当天，长沙交警开
展电动车交通违法行
为专项整治行动，对电
动车无号牌上路行驶、
闯红灯、 逆向行驶等
违法行为进行了依法
查处， 对违法驾驶人
开展了体验式教育。

记者 徐行 摄

体验式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