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近日，浙江台州天台縣警方破獲一起生產、銷售毒膠
囊案件，搗毀生產窩點1個、生產線4條和倉庫5個，逮捕6名嫌犯，取保
候審2人，刑拘在逃1人。警方現場查獲可疑空心膠囊共計1.355億粒，
涉案金額達135萬多元（人民幣，下同），且大量膠囊已被銷到全國各
地。其中有7批次的空心膠囊鉻含量超標，有致癌風險。

已銷往各地 鉻含量超標或致癌
浙警查獲逾億粒毒膠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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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浙江在線報道：一年多前，金華義
烏警方在查處一起案件時，發現陝西省西
安市鳴犢鎮人王某有銷售不合格藥用膠囊
的嫌疑，遂將此線索傳遞給陝西省警方。
經查，王某的貨物來自浙江，背後很可能
隱藏着更大的秘密。

經公安部、浙江省公安廳層層指派，
由天台縣公安局着手異地偵辦。2015年6月
開始，天台縣公安局專門成立專案組，開
始了一場歷時半年的 「攻毒」之戰。

天台縣公安局治安大隊副大隊長王明
傑向記者介紹稱，2012年9月與11月期間，
江西撫州人袁某在明知新昌人潘某沒有藥
品生產許可證的情況下，仍允許潘某以掛
靠的形式在其公司內建立空心膠囊生產線
，非法生產、銷售空心膠囊。

為了逃避監管部門檢查，潘某等人違
規將生產出來的無生產批號的空心膠囊藏
匿於公司外的兩個隱蔽的倉庫內，並將這
些空心膠囊銷售給沒有藥品生產許可證的
客戶。其中，有大量的空心膠囊是通過石
某隱秘的銷售鏈條銷到全國各地。

黑色產業鏈17年前已存在
實際上，這條黑色產業鏈早在17年前

就已存在。1999年，鄭某、石某夫妻在新
昌縣儒岙鎮老家辦廠生產膠囊。到了2005
年，因手續審批問題停產，剩下2000餘萬
粒空心膠囊未出售。為了把這些 「庫存」

清掉，鄭某又夥同石某的父親石某明，一
起從中挑出賣相好的，交給石某幫忙尋找
銷路。

據石某交代，他通過物流公司，把這
些膠囊發給遠在西安的無證製藥商王某進
行銷售，共計144萬粒全綠空心膠囊、786
萬粒紫奶黃空心膠囊，總價值97650元。

警方表示，該案整個製售鏈條都十分
隱蔽，層層轉銷，但不論是生產還是銷售
，各個環節的負責人均不具備合法資質，
這也導致產品安全存在極大隱患。

今年1月7日，專案組聯合台州市公安
局食藥環支隊、台州市市監局等多個部門
分赴新昌、撫州和西安進行集中收網，抓
獲犯罪嫌疑人鄭某、潘某、王某、袁某、
楊某、嚴某、石某一家三口等8人。1月8日
，這8人因涉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
刑事拘留。

經過台州市食品藥品檢測研究院檢測
，在鄭某、石某夫婦家中扣押的6批次空心
膠囊的鉻含量超標，共178萬粒；在江西玲
瓏膠囊廠潘某倉庫扣押的1個批次24箱空心
膠囊的鉻含量超標，共240萬粒。

台州公安表示，截至目前，警方搗毀
生產窩點1個、生產線4條和倉庫5個，查獲
可疑空心膠囊1595箱和206袋，共計1.355
億粒，涉案金額達135多萬。已有6人因涉
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被批准逮捕，取
保候審2人，刑拘在逃1人。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
15日上午，2016年 「未來之星」香港傳媒
專業大學生國情班來到內地互聯網巨頭騰
訊進行實地參觀。為讓香港大學生充分感
受內地近年來風起雲湧的互聯網發展風潮
，本屆 「未來之星」國情班特定名為 「互
聯網＋主題團」。

作為內地互聯網三大巨頭之一的騰訊
，自然成為本屆國情班學員們最嚮往參訪

的目的地之一。
在騰訊公司，港生們先後參觀了演播

廳、視頻製作室等。騰訊相關負責人向港
生們介紹了公司的產業鏈條和發展戰略。
在直播日益成為網民尤其是年輕人熱捧的
節目類型之際，騰訊也向港生們表示，公
司目前的戰略發力點就是精品直播節目的
製作。

來自香港大學的高同學表示，以前就
聽說過內地有BAT三大巨頭，這次實地探
訪，更加真切感受到騰訊的超級產業鏈。
「他們既有微信、QQ這樣的社交軟件，

還有自己的視頻和新聞網站。相比之下，
香港甚少這樣集多元產業於一體的互聯網
公司。」

在參觀結束後，港生還與騰訊公司負
責人進行了趣味互動。凡是向騰訊發問的
港生都有機會得到一個超可愛的公仔。懷

着對內地互聯網科技的強烈興趣以及對帥
氣公仔的 「渴望」，港生們紛紛踴躍提問
，現場氣氛亦隨之達到高潮。

有的港生對騰訊未來會否集中力量做
大VR產業興趣濃厚，有的港生則欲深入
了解移動新聞客戶端的媒體生態，還有港
生對微信下附着的各種方便快捷的支付手
段倍感好奇。不管具體問題為何，透過港
生們對騰訊的熱烈提問，都可以管窺內地
互聯網科技的飛速發展深值香港借鑒的事
實。

來自香港城市大學的湯同學在參觀結
束後表示，內地互聯網的發展真讓人嘆為
觀止。湯同學還特別講起，這次來北京，
自己首次嘗試使用 「百度外賣」的訂餐服
務。 「真是太方便了，真心希望香港未來
也能像內地一樣，有這樣給公眾生活帶來
便利的互聯網科技應用。」

粵媒：客觀看待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大公報訊】6月13日，國家主席習

近平在北京會見德國總理默克爾時指出，
希望德國及歐盟客觀看待競合關係，妥善
解決中歐貿易糾紛，如期履行《中國加入
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第15條義務，促進
中歐經貿關係健康發展。

15日，南方日報評論員就此發表題為
《客觀看待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文章，
希望有關各方能着眼中歐合作大局和長遠
發展，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結束對華
反傾銷的 「替代國」做法，推動中歐務實
合作在穩定發展的道路上不斷前進。

文章指出，根據第15條規定，世貿組
織成員應於2016年12月11日終止在對華反
傾銷調查中使用 「替代國」做法。這是所
有世貿組織成員應履行的條約義務。但是

，一些歐洲人士卻聲稱，中國沒有滿足歐
盟判定市場經濟地位的標準，因而要求歐
盟繼續使用這種做法。這是一種極其狹隘
片面的看法，不僅在事實面前站不住腳，
而且不符合中歐共同利益。

如今全球已有80多個經濟體承認了中
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佔世貿組織成員一半
以上，其中不乏新西蘭、瑞士等發達經濟
體。加拿大甚至修訂反傾銷法，取消了對
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的限期。對於這些有
目共睹的事實，希望各方客觀看待中國改
革發展，尊重世貿組織規則，及時給予中
國企業市場經濟地位，才是正確之道。

文章還指出，關於如期履行第15條義
務問題，這與是否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是兩碼事，不取決於任何成員的國內標準

，更不能人為將兩者混為一談，甚至彼此
掛鈎。實際上，世貿組織規則中並沒有所
謂 「市場經濟地位」的概念，其僅存在於
部分成員的國內法中，而歐盟所謂判定標
準的科學性和公正性也是存疑的，更不能
作為是否履行國際條約義務的依據。換句
話說，無論是否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歐盟作為世貿組織成員，都有如期履行第
15條的法律義務，而且是無法迴避和推卸
的義務。

近年來，中德合作一直領跑中歐合作
。在發展中歐關係，特別是在如期履行第
15條義務問題上，德國應該也能夠起到關
鍵作用，為中歐貿易投資進一步自由化、
便利化，實現更高水平互利共贏創造積極
條件。

港生探訪騰訊 讚內地互聯網發展

【大公報訊】綜合央視網、財新網報
道：6月15日，湖北省宜昌市中級人民法院
對周濱案進行公開宣判。法院認定，被告
人周濱和其父周永康共同利用周永康職務
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
人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9804.66萬元，數
額特別巨大，係周永康受賄共犯，其行為
已構成受賄罪；此外，周濱的行為還構成
了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和非法經營罪。法院
同時認定，周濱具有自首、坦白、積極退
贓、認罪悔罪等法定或酌定從輕處罰情節
，遂以其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
，並處罰金人民幣1.9億元；犯利用影響力
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並處罰金人
民幣1.6億元；犯非法經營罪，判處有期徒

刑三年，並處罰金人民幣20萬元，決定執
行有期徒刑十八年，並處罰金人民幣3.502
億元；對其違法所得予以追繳，上繳國庫
。宣判後，周濱當庭表示，接受法院判決
，不上訴。

周妻受賄判囚9年
近日，宜昌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周

永康妻子賈曉曄受賄、利用影響力受賄案
一審公開宣判，認定被告人賈曉曄犯受賄
罪、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九
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一百萬元；對其受賄
所得贓款贓物予以追繳，上繳國庫。

賈曉曄當庭表示服從法庭判決，不上
訴。該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周永康子周濱一審判18年

藥用膠囊是一種藥品
輔料，主要是供給藥廠用

於生產各種膠囊類藥品，生產環境和加工
過程必須衛生。

有關專家表示，鉻是一種藍白色多價
金屬元素，常見的有二價鉻、三價鉻和六

價鉻。質硬且脆，抗腐蝕，因此多用於不
銹鋼等製品。同時，鉻還是人體必需的一
種微量元素，但是鉻過量攝入對人體造成
的危害非常大，其毒性與存在的價態有關
，其中二價鉻毒性非常輕微，三價鉻的毒
性在人體裏有顯見反應，而誤食入六價鉻

可引起口腔黏膜增厚，水腫形成黃色痂皮
，反胃嘔吐，有時帶血，劇烈腹痛，肝腫
大，嚴重時還會使循環衰竭，失去知覺，
甚至死亡。另外據了解，六價鉻化合物還
有致癌性的，會造成肺癌。

（浙江在線）

未來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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鉻過量攝入危害大

15日，在2016年中國
黑龍江國際友好城市交流
大會上，黑龍江省省長陸
昊表示，截至目前黑龍江

省與32個國家建立了83對友好城市（省州
）關係。

陸昊介紹，黑龍江與友好城市交流推

動務實交流，2015年至今友好城市間交往
副省級以上97個批次。及時解決合作中遇
到的問題，加快新的對外開放格局。

韓國忠清北道知事李始鐘表示，黑龍
江省與忠清北道已建立了20年的友好關係
，雙方友好交流密切，取得了富有成效的
合作。 （記者 焦紅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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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省與32國建友好合作關係

記者15日從山東省政府新聞辦召開的
新聞發布會上獲悉， 「中國山東第九屆海
內外高端人才交流會」（簡稱 「海洽會」
）將於10月11日至13日在德州市舉辦。大
會將積極對接 「一帶一路」和 「京津冀協
同發展」等國家發展戰略，吸引海內外高
端人才來魯創新創業。

山東省委組織部副部長韓金峰介紹，
本屆 「海洽會」將重點圍繞 「集聚海內外
人才，服務產業轉型升級」會議主題，搭
建山東與海內外高端人才、技術項目的交
流對接平台。 「海洽會」期間，山東德州
將組織 「中關村─德州產業對接專場」活
動。 （記者 丁春麗）

15日，中國石墨產業發展聯盟在哈爾
濱成立。這標誌着中國石墨產業從此跨入
聯合、協作、互利、共贏發展的新階段，
也將使中國石墨及石墨新材料產業躋身世
界前列，讓石墨產業的中國製造變為中國
智造和中國創造。

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辛國斌15

日表示，中國石墨資源豐富，近年來已成
為世界最大石墨生產、出售和消費國。但
目前中國石墨產業發展存在資源利用率較
低、深加工水平不高等問題。辛國斌希望
，該聯盟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完善中國
石墨全產業鏈，以推動中國石墨產業轉型
升級，由大變強。 （記者 王欣欣）

石墨產業發展聯盟在哈成立

由敦煌研究院、中國文化院等舉辦的
「2016漢傳佛經傳譯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15日在莫高窟敦煌研究院舉行開幕儀式，
120餘位國內外漢傳佛學專家首次齊聚敦煌
，針對在佛教國際化過程中，漢傳佛典翻
譯成以英語為主的西方語言的現狀等一系

列議題展開研討。此次學術研討的國際盛
會在敦煌舉辦，不但提供了 「一帶一路」
戰略下東西方國家在佛學領域交流互鑒的
平台，而且也讓歐美等西方學者在實地深
刻感受到中國佛教文化的恢宏與厚重。
（記者楊韶紅、劉俊海、實習記者陸濤）

漢傳佛經傳譯研討會敦煌開幕

魯10月辦海洽會吸高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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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警方破獲一起生產銷售毒膠囊案件，查獲可疑空心膠囊共計1.355億粒
網絡圖片

▲▼浙江警方查獲的可疑空心
膠囊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