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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减肥药，27岁准新娘猝死
药中违禁添加精神药物“氟西汀”
警方历时半年，捣毁一减肥药非法产销链

去年8月13日，27岁的本地女子
君君（化名）突然猝死，家人怀疑她的死
亡与网购的一款减肥药有关（本版去年
!

月
%&

日曾报道）。案发后，我市警方十
分重视，成立专案组一路追查。昨天，警
方对外通报：该减肥药中违禁添加西药
成分“氟西汀”，君君的死亡与此有因果
关系。

经查，该减肥药由一家黑作坊生产，
成本仅 6-8元 /瓶，在网上售价高达
128元。经半年追查，警方成功捣毁了非
法生产该减肥药的产业链，3人被刑拘。

因案情重大，21日晚，央视《焦点访
谈》也对此案作了详细报道。

准新娘网购减肥药服用猝死

去年8月13日正值七夕，君君准
备晚上外出与男友约会。当天下午，她在
家洗完澡换衣服，让母亲为她拉一下拉
链。拉链尚未拉上，君君突然一头栽倒在
床上。母亲立即拨打110和120，急救
医生赶到时，君君的呼吸与心跳均已停
止。虽被送往医院抢救近1小时，君君

仍不幸身亡。
事后，院方给出的君君的死因

为猝死。君君生前在一家咖啡店做
经理，身体健康，作息正常，只是稍
有些胖。悲痛的父母提出质疑，怀疑
女儿的死与网购的减肥药有关。

警方随后展开调查，了解到因
婚期将近，君君想让身材瘦一些，
2013年 6月，她网购了 3盒“绿 S
（蝴蝶亚仙人掌）减肥胶囊”并持续
服用，服用量达正常量的2-3倍。
在服药后的1个多月内，君君曾晕
倒过 2次，在此期间，她并未服用
过其他药物。

征得家属同意，法医进行尸检，
在君君的心脏、血液及肝组织中，检
测出一种名为“氟西汀”的成分。随
后，警方又将君君剩下的7粒减肥
药分别送上级公安机关和上海药监
部门，发现其中也含有氟西汀。

氟西汀为精神类药物，商品名
为“百优解”或“百忧解”，用于成人
抑郁症、强迫症和神经性贪食症的
治疗，但长期服用会蓄积体内，过量

则会引起中毒，导致呼吸抑制、
衰竭及死亡。

经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
所鉴定，君君的死亡与服用含
氟西汀的减肥药有因果关系。

非法减肥药来自黑作坊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规定，食品和保健品中
严禁添加西药成分。专案组
立即行动，通过本地物流和
网购记录，迅速锁定售卖“绿
S减肥胶囊”的网店“家乡的
星空”。

经查，该网店设于杭州
萧山区帝凯大厦。我市警方
与杭州网安支队联系，并以
社区民警的名义进行摸底。
今年 2月，警方将网店负责
人王某抓获。据王某交代，他
只负责网上售卖“绿 S减肥
胶囊”，该减肥药的生产地在
四川成都。

警方又奔赴成都，将负责制
药的舒某、负责销售的何某抓获。
被抓获时，王某网店该款减肥药
的销售额已达50多万元，按每
瓶128元的售价计算，已卖出数
千瓶，销往全国各地。

3人起初互相推诿，但很快
在强有力的人证物证面前认罪。
据舒某交代，减肥药生产厂房位
于成都金牛区一小村内。警方赶
到后，虽已有了心理准备，但仍大
吃一惊：现场脏乱不堪，满地胶囊
壳，就是一座黑作坊。

据舒某交代，他与何某长
期合作卖保健品，从去年起涉
足减肥类保健品。因需要批
文，2人花 50万元买了一家北
京的空壳公司，该公司有一款
名为“千姿美牌减肥胶囊”的
减肥药，曾被处理过，但批文
未被注销。2人随后设法将“千
姿美”更名为“绿 S”，并使用
网上购得的减肥药配方开始
生产。

嫌疑人为化学老师和医生

警方介绍，3名嫌疑人均有一
定技术背景，舒某、何某曾是化学老
师，王某则曾是医生。3人明知国家
相关规定，但为了牟利不惜铤而走
险。据舒某交代，他在网上买来减肥
药配方，又在其中加入大黄粉、奶
精、葡萄糖，搅拌、稀释后雇人灌入
胶囊。此时，一瓶减肥药的成本在
6-8元之间。

接下来，舒某将药卖给何某。何
某对裸瓶进行再包装和加工，批售给
王某，此时，该药涨到了28元一瓶。最
后，王某通过网络售出，售价达到128
元/瓶。仅3道环节，“绿S减肥胶囊”
价格涨了20余倍，而且吃死了人。

得知君君死亡后，王某停售该
减肥药，舒某和何某也更改了配方，
去除了氟西汀，但大错已经铸成。目
前，3人均被批捕，此案正在进一步
审理中。
舒泉清15961236060!严怀林

求助土郎中差点没了命
市儿院最多1天抢救5个蛇虫咬伤病人———

本报讯 天气渐热，蛇虫咬伤病人
明显增多。昨天，记者从市儿童医院（市
第六人民医院）了解到，该院蛇伤专科
病人骤增，最多的 1天抢救 5例，有的
病人相信土郎中，引起全身中毒，差点
丢了命。

昨天，记者在该院综合病区看到76
岁的晏老太。她家在溧阳南渡，6月８
日中午11点，她到自家的芝麻地里浇
水，突然间，右手虎口处一阵刺痛，一看
地上有条长约30多厘米的“土灰蛇”。

她当即按住伤口跑回家，找了个土郎中。
土郎中给她伤口稍微挤出点血，敷了一
层不知名的草药，让她回家休息。

回家后，老太觉得伤口肿胀、酸痛，
而且一阵阵心慌。儿子急忙赶回家，送她
到当地医院。因情况严重，当天下午4
点多，老人转到了市儿童医院。入院时，
她的右手臂已肿胀变形、发紫，出现了许
多大小不等的水泡，右肘、肩、胸部也肿
胀。副主任医师许军炜随即进行紧急处
理，输注抗蛇毒血清以及抗感染等处理，

经10多天治疗，目前，老太病情趋稳。
许军炜介绍，最近被蛇虫咬伤的病

人中，有在野外受伤的，也有很多住在屋
里被咬伤的，多在一楼。许军炜提醒，每
年的5一11月份，是我市蛇虫类出没
活动的季节，外出劳动、活动要注意防
护，一旦被咬伤需立刻就医，越快越好，
最好是半小时内。咬伤后，可对伤口上方
进行初步结扎，30分钟放松一次；一楼
住户要支放蚊帐，避免毒蛇毒虫入侵。

!芮伟芬13961158906!钱群华"

上班时间浏览网页
常州质监局工作人员被网友曝光
本报讯 6月 19日晚，一篇题为“钟楼区质监局科员

上班时用私人电脑浏览网页和QQ聊天”的帖子出现在本
地网站论坛，发帖人“化龙化”称当天他去钟楼区政府办
事，复印时偶然发现有质监局窗口的一位女办事员同时使
用2台电脑，一台是台式机、一台是笔记本电脑，“忍不住
多瞄了几眼，结果发现这位小姐用台式机办公，用笔记本
电脑浏览网页和QQ聊天。”发帖人认为窗口工作人员此
举不妥。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钟楼区质监局，副局长冯俊华解
释说，网友曝光的窗口为质监局办理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
的窗口，工作人员毛某一人负责两项工作，分别为代开收
费项目发票和发放、打印代码证。因为开票电脑要专机专
用，因此毛某的台式机与省财政联网，负责开具发票，不加
装无关软件，而笔记本电脑专门负责打印代码证，里面安
装了QQ等软件，但上班时间QQ只能用于工作。冯俊华
称，由于质监窗口的设立时间早于钟楼区质监局，因此包
括毛某在内的3位窗口工作人员均为常州质监局情报所
员工。

常州质监局情报所杨所长称，看到网友曝光的帖子后
所里立即约谈了相关当事人，已查清事发在6月19日下
午2点左右，当时毛某的QQ正在接收一家商贸公司发来
的法人身份证扫描件，在此期间毛某打开网站“化龙巷”浏
览，被网友拍下。由于在上班时间严禁做与工作无关的事，
情报所已口头批评、教育当事人，并要求钟楼质监窗口负责
人进一步加强管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童童1381358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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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被盗3万元
责怪银行开网银
起诉要求银行赔一半，被驳回
本报讯 杨某开通了网银，3天后，他的银行卡被盗刷

了2.99万元。他认为银行给自己推销、开通网银才导致损
失，起诉要求赔偿一半。溧阳法院审理后，认为银行无过错，
上周驳回其起诉。

杨某在溧阳打工。今年3月，他急需一笔资金，偶然间
认识了一个朋友，对方表示可以借钱给他，不要利息，但要
他在银行卡上存入3万元做保证金。3月7日，杨某办了一
张卡并四处借钱，3天后，亲戚给他的卡上打进3万元。

杨某随后到银行取钱，却发现2.99万元已被人支取。
这可把他急坏了，到银行一查，他的卡共发生4笔网银交
易，1笔通过快捷支付支付了2万元，一笔通过POS消费
掉5000元，还有2笔通过支付宝方式消费了4900元。

一筹莫展之际，杨某诉至法院，称银行未经他同意，将
他卡上的款项支付给别人，应承担一半责任。他说，卡在自
己身上，密码只有自己知道，要不是银行在办卡时帮他开通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他的钱不会被盗刷。

面对指责，银行认为，开通网银等业务杨某是知情同意
的，受理时，对他作了特别风险提示。4笔交易均是通过第
三方网络支付平台正常支付，此类业务客户均已通过预留
手机的认证信息对转账进行确认。银行特别指出，杨某在办
卡后第二天，将预留的手机号码变更为他人手机号码，这才
导致被盗刷。

法院审理认为，该案中，杨某的钱均非银行柜面操作转
账，也不是银行工作人员未核对有效身份证明等被他人冒
名支取，银行没有过错，无需担责。

!芮伟芬 易阳"

从香港批10支枪出售获刑5年
利用QQ群卖枪———

本报讯 雷某盗取他人
QQ号，加入枪支爱好者QQ
群，将从香港批来的10支气
手枪卖给QQ群内网友，然后
丢弃买枪时用过的手机卡，删
除所有买卖信息。自以为做得
天衣无缝，却还是难逃法网。
日前，雷某因非法贩卖枪支
罪，被溧阳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5年。
去年3月的一天，溧阳无

业男子雷某在网上闲逛，发现
香港有家卖气枪的店。虽然知
道香港购买的枪支在内地是不
合法的，他仍抱着侥幸心理，决
定批发枪出售。他办了个临时
手机号，租用了一间储藏室，然
后联系上那家店买了 10把

枪。卖家发货时，还赠送了约100
颗铅弹和20个充气瓶。

收到枪后，雷某忙着寻找客
源。他将电话卡丢弃，盗用他人的
QQ号加入枪支爱好者 QQ群，
发布售枪广告。去年 4月至 6
月，雷某通过邮寄快递的方式，将
10把枪出售给韩某、戴某、朱某
等人，每卖掉 1把，他就将对方

的QQ所有信息删除。
看似无衣无缝，然而雷某的

QQ早已被网警发现异常，民警
抽丝剥茧，从韩某、戴某等人处
查获手枪。经鉴定，这些手枪均
属于以压缩气体为动力、能够正
常发射的管制枪支。最终，雷某
被抓获。

!小波13337898169!徐兰"

负债累累仍贷款买奔驰
指望买豪车办信用卡救急

本报讯 溧阳女子孙某因
好赌欠下30余万元外债，为了
多办些信用卡套现，她又借钱
买了一辆奔驰C180轿车。结果
信用卡办不下来，债权人催得
又急，她竟将30多万元的新车
以11万元抵给他人，自己跑到
泰州隐姓埋名做起了小吃生
意。6月20日，涉嫌合同诈骗
罪的孙某被溧阳检察院批捕。

孙某在溧阳开了一家小
吃店，小本经营的她却染上赌
博恶习，在赌场上输了20余
万元。不仅如此，她还遇人不
淑，给赌场的朋友借钱做担
保，不料几天后朋友跑路，赌
债只能由她来背。为了还钱，
她借了10多万元到淮安开了
小吃店，但生意不好都亏掉了，
被债主逼急了，她还套取信用

卡现金9万余元。到去年6月，她
欠下银行和个人共计30万余元。

去年6月的一天，朋友王某
找到她，称能办信用卡，孙某就
想办几张套现来还款。王某称有
房有车比较容易办大额信用卡，
但孙某只有房没有车，王某便出
了个主意：贷款买车，越名贵越
好。孙某听信后，通过融资公司
贷了22万余元，并向朋友林某

借了9万多元，买了一辆奔驰轿
车。不料车到手后，王某却表示
信用卡办不下来，林某催得又
紧，孙某只得将车低价抵押。

融资到期，孙某无法偿还借
款，融资公司查询发现车上安装的
GPS定位仪被拆除，车子不知去
向，孙某也联系不上，当即报警。溧
阳警方很快在泰州找到孙某，她对
诈骗供认不讳。!童童 张曦文"

盗车不成
劫持汽车

瘾君子获刑5年6个月
本报讯 偷电动车被发现，持刀威

胁不成，余某竟劫持出租车逃跑（本报
%

月
%+

日曾经报道）。这一系列的疯狂
举动，让他犯下数条重罪。昨天，钟楼
法院一审认定，余某犯抢劫罪，判处有
期徒刑 1年，犯劫持汽车罪，判处有期
徒刑 5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5年 6
个月。

余某，50岁，本地人，有吸食海洛
因、盗窃、赌博等前科。1月11日下午2
时许，为筹钱吸毒，他来到怀德桥下肥
牛火锅店附近盗窃电动车，被群众发现
后，掏出折叠刀进行威胁试图逃窜。哪
知群众无人后退，还拿出簸箕等与他周
旋。情急之下，余某劫持了一辆出租车
往城外逃窜，后在常金大桥附近被警方
抓获。

法院审理认为，余某持刀威胁，盗窃
转化为抢劫；而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劫持
出租车，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构成劫持汽
车罪，其量刑起点就是5年。

!芮伟芬 刘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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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交网友
被套现4万元
本报讯 陆莉（化名）和钟某在 QQ

上相识，对其一往情深，将自己的信用卡
和密码交给对方，不料钟某用她的卡取
现4万元后销声匿迹。

去年7月，钟某向陆某谎称要去江
西做烟草生意急需资金，陆某手头也没
现金但有一张大额透支信用卡，于是她
将卡及密码都交给了钟某。钟某通过网
络联系上我市一职业套现人，取现4万
余元，次日就更换了自己的通讯方式并
对陆某避而不见。

今年2月底，陆某接到朋友发现钟
某行踪的电话，带人将其堵住并报警。在
派出所，钟某交代了蓄意诈骗女网友的
事实。6月20日，钟某被新北区检察院
批捕。

!童童 朱怡 沈安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