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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又有15家企业药用胶囊铬超标
企业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列入黑名单，不得再从事药品生产

本报讯 “官方第一股”
人民网27日登陆上交所，股
票代码为603000，首日大涨
73 . 6%，收于34 . 72元，换手
率86 . 01%。全天人民网因股
价较开盘价上涨10%以及换
手率超8%，一小时内被上交
所临时停牌两次。

早盘，人民网开盘报
3 1 . 0 1 元 ，较发行价上涨
55 . 05%，成交2 . 9亿元。开盘
后，人民网股价一路强势上
涨。截至10点，人民网报34 .10
元，大涨70 . 5%，因交易异常
被上交所临时停牌半小时。

10点30分人民网恢复交
易，股价继续强势上行。短短
七分钟后，10点37分人民网
报35 . 28元，大涨76 . 40%，换
手率80 . 02%，再次触及上交
所对上市首日新股临时停牌
红线。

人民网此次发行数量
为 6 9 1 0 5 6 9 1 股 ，共 募 资
1 3 . 8亿元。本次上市募集
的资金将主要用于人民网
移 动 互 联 网 增 值 业 务 项
目、技术平台改造升级项
目、采编平台扩充升级项
目的建设。

人民网的成功上市创造
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两个第
一。它不仅是第一家在中国
内地A股上市的新闻网站，
也是第一家在中国内地A股
整体上市的媒体企业。

（钟欣）

本报济南 4 月 27 日讯
(记者 郭静) 近日，省政府
任免一批工作人员。

山东省人民政府决定：
任命孙京家为山东服装职业
学院院长(试用期一年)；任
命孙式灵为枣庄市技术学院
院长(试用期一年)。

免去崔义明的山东服装
职业学院院长职务；免去张
胜来的枣庄市技术学院院长
职务。

山东省人民政府决定：
巴哈提·夏尔西别克挂

职任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副厅长(时间至 2013
年春节前)。

本报讯 据泰国《曼谷邮报》
27日报道，被多国政府通缉的毒枭
诺坎已经被老挝警方逮捕，并被移
送中国。报道称，诺坎可能掌握有
去年“湄公河惨案”中国13名被杀
船员的关键信息。

去年10月5日上午，两艘搭载
13名中国船员的船只在泰国清莱
府境内的湄公河上被不明武装分
子劫持，13名船员全部遇害。诺坎
起初被认为是惨案的最大嫌疑人。
此后，泰国警方证实，泰国第三军
区“帕莽”军营的9名士兵也可能涉
嫌参与作案。

据悉，诺坎是缅甸掸邦人，他
曾经是金三角地区最后一个大毒
枭坤沙的助手。泰国安全部队的消
息人士透露，26日，坤沙和另外7名
嫌疑犯在老挝方面实施的一起突
击行动中被逮捕，他们被捕的地点
位于老挝波乔省敦蓬县，波乔省与
泰国清莱府中间隔着湄公河，而清
莱府境内的湄公河正是去年中国
船员被枪杀的地点。

《曼谷邮报》表示，老挝政府没有
披露关于坤沙被捕的进一步细节，不
过老挝方面表示，疑犯在被捕后马上
被移送到中国。此前，泰国方面曾悬

赏200万泰铢(约合6 . 4万美元)通缉
诺坎。泰国清莱府警察局长素差表
示，中国和老挝政府之间可能有引渡
诺坎的协议，这可以理解。不过，泰国
方面仍然会要求中国政府将诺坎交
给泰国方面进行审判，因为泰国政府
已经发布了针对诺坎的若干通缉令，
指控他参与多起贩毒案件。

格链接

诺坎是近年来在金三角湄公河
沿岸大其力地区崛起的毒枭，曾多次
袭击中国船只。缅甸、老挝、泰国、中
国政府都曾经对诺坎发出过通缉令。

本报讯 据《北京晚报》报道，
26日，北京市民许某因服用过毒胶
囊药品，将该药品的生产商四川蜀
中药业有限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
退还药款，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
损失费5000元。这也是首例消费者
起诉铬胶囊药厂的案子。

26日下午，许某委托北京广衡
律师事务所的赵三平和康倩两位
律师前去起诉，法院已经接受了相
关诉讼材料。但能否正式立案，还
需经过7天的审查期。

赵律师介绍，许某在2011年因
身体不适，购得蜀中制药生产的阿

莫西林胶囊服用。
许某认为自己服用了涉毒企

业的有毒药品，损害了身体健康，
造成了精神压力，因此委托律师代
理其依法维权。

律师称，在司法实践中，法院
一般会要求患者就危害行为、损害
结果、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举证。因为没办法证明损害结果，
即使有损害结果，也难证明有因果
关系。也许因为服用这种胶囊，铬
中毒了，但表现出来的是肝炎或肾
病，却没办法证明是吃胶囊引起
的。此案中，想成功索赔并不容易。

据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按
照企业全覆盖、品种全覆盖、产品
批次随机抽样的原则，国家食品药
品监管局在全国范围内对药用明
胶和胶囊生产企业进行了全面排
查，对18家药用明胶生产企业抽验
了166批明胶，检出1批产品铬超
标；对117家药用胶囊生产企业抽
验了941批药用胶囊，检出15家企
业74批胶囊铬超标。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责成相
关省局对违法企业立案调查并责
令监督企业立即召回铬超标药用
明胶和胶囊，在监控下销毁，坚决
防止再次流入市场；按照法定程序
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上述企业移
交公安部门立案侦查。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人
强调，对铬超标药用明胶和胶囊企
业及相关责任人员，必须依法从重
从快查处。药用明胶和胶囊生产企

业产品铬超标，坚决吊销企业药品
生产许可证；其企业主要负责人和
直接责任人，一律列入黑名单，不
得再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使
用工业明胶生产药用胶囊的，一经
查实，立即移送公安机关侦办，追
究刑事责任。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要求所
有药品生产企业全面查找管理中
的问题和漏洞，严格遵守药品监管
法律法规，不折不扣地执行质量管
理规范，生产药用胶囊必须从药用
明胶生产企业采购原料，必须具备
相应的检验检测条件和能力，必须
对进厂原料和出厂产品实行批批
检验，坚决防止工业明胶流入药用
胶囊生产环节，坚决防止不合格胶
囊进入药品生产环节。所有药用胶
囊和胶囊剂药品生产企业必须在
当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网站公示
明胶和胶囊来源。

据新华社杭州4月27日电
记者27日从新昌县政府获悉，新
昌已经有两家胶囊厂复工，其他
符合条件的胶囊厂也将陆续复
工生产，药监部门已经向复工企
业派驻了驻厂监督员，以此保障

胶囊生产安全。
经过综合评价，第一批复工胶

囊厂为浙江宏辉胶丸有限公司和
浙江药联胶丸有限公司，24日下午
复工生产。这两家胶囊厂均为新昌
胶囊厂中的“排头兵”企业。

人民网上市
首日飙涨
一小时内两次停牌

省政府任免

一批工作人员

消费者首告铬胶囊药厂
律师称举证难索赔不易

涉嫌杀害我13名船员，被老挝警方逮捕

湄公河惨案疑凶诺坎被移送中国

新昌两家胶囊厂复工
药监部门派驻监督员

药用胶囊抽检铬超标企业名单
省份 企业序号 企业注册名称

浙江

1 新昌县卓康胶囊有限公司

2 浙江省新昌县华星胶丸厂

3 新昌县瑞香胶丸有限公司

4 浙江康诺胶囊有限公司

5 浙江新大中山胶囊有限公司

6 新昌县沃洲胶丸有限公司

7 浙江林峰胶囊有限公司

8 新昌县诚欣胶囊有限公司

9 浙江省新昌县天林化工胶囊有限公司

重庆
10 重庆汇祥胶囊有限公司

11 重庆瑞迪胶囊有限公司

四川
12 成都正和药用胶囊有限公司

13 成都金瑞药用胶囊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
14 河南省焦作金箭实业总公司

15 河南昊海药业有限公司

药用明胶抽检铬超标企业名单
省份 企业序号 企业注册名称

河南 1 河南省焦作金箭实业总公司

金三角毒枭诺坎(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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