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医生谭秦东因在网络上撰文
称鸿茅药酒是“毒药”，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警方对其进行了跨
省抓捕，近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17日18时许，谭秦东被取保候审，从
内蒙古凉城县看守所走了出来。面对
媒体记者，他说：“这次真的非常激动，
能得到全国网友和媒体的关注，还得
谢谢大家。”

当被问到撰文吐槽鸿茅药酒是否
后悔时，他说，“关于这篇文章的事我
从不后悔，这是一个执业医生应该做
的事，医者应该以医术名达天下，‘不
为良相便为良医’。近一百天的看守
所的日子其实就是一场修行，就是人
生的一场修行吧。”

17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研究认为，目前该案件事实不清、证据
不足，指令凉城县人民检察院将该案
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并变更强制措
施。回顾这一案件，谭秦东的行为到
底属于民事纠纷还是凉城县警方所称
的“涉嫌刑事犯罪”？警方跨省抓捕是
否涉嫌滥用权力？鸿茅药酒“违法广
告”为何屡禁不止？新华社记者对此
展开调查。

凉城县警方有权跨省
抓捕广东医生吗？

事件开始于去年12月。
2017年12月19日，谭秦东在广州

市用手机APP“美篇”发布题为《中国
神酒“鸿毛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
（注：原文将“鸿茅”写作了“鸿毛”）的
文章。文章称，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
老人并不适合饮酒，“鸿毛药酒”通过
电视广告“夸大疗效”，幕后推广公司
有巨大商业利润。

几天之后，内蒙古鸿茅国药股份
有限公司到凉城县公安局报案，称互
联网上有人对“鸿茅药酒”进行恶意抹
黑，鸿茅药酒作为国药准字号非处方
药，却被称为“毒药”，其不实言论和虚
假信息侵犯了商品声誉，致多家经销
商退货退款，给鸿茅国药股份有限公
司造成重大损失。

2018年1月2日，凉城县公安局对
此进行立案侦查。凉城县公安局认
为，谭秦东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
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于1月
10日对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1
月25日，经凉城县检察机关批准，对
其逮捕，并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
诉。

凉城县人民检察院相关司法文书
显示，该案于2018年1月、3月两次被
退回补充侦查。4月17日，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检察院研究认为，目前该案
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令凉城县人
民检察院将该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
查，并变更强制措施。

该事件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
那么，凉城县警方有权穿越大半

个中国，去广东抓捕医生吗？
凉城县公安局表示，鸿茅国药的

生产中心位于凉城县，退货退款造成
的损失都发生在当地，属于犯罪结果
发生地，当地警方有管辖权。

部分法律界人士则认为，跨省抓
捕本身不是问题，但这样做难以避免
地方保护主义的嫌疑，事实上应该由
广州警方来立案侦查更为适宜。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表
示，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管辖是
犯罪地为主、居住地为辅。谭秦东在
广州上网发文，居住地也在广州，即便
要行使刑事追诉权，也应该由广州公
安机关启动立案侦查更为适宜。

北京市同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
师王殿明认为，警方虽然具有跨省抓
人的权力，但刑事拘留权是法律授予
的重器，凉城县警方在整个事件中行
动如此迅速，是否有滥用权力的嫌疑，
还值得商榷。

十年来违法广告
为何屡禁不止？

鸿茅药酒，到底是酒还是药？
2003年11月25日，原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公布鸿茅药酒为甲类非
处方药。鸿茅药酒的商品包装上，标
有“祛风除湿、补气通络、舒筋活血、健
脾温肾，用于风寒湿痹、筋骨疼痛、脾
胃虚寒、肾亏腰酸、妇女气虚血亏”的
字样。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4月16日晚
就鸿茅药酒有关情况表示，非处方药
要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的规定使用，
不能随便增加剂量或用药次数，不能
擅自延长用药疗程，更不能擅自改变
用药方法或用药途径。

记者调查发现，从2008年起，江
苏、浙江、海南等多省的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数次发布公示，要求停止鸿茅
药酒的销售和广告发布。然而，内蒙
古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给鸿茅
药酒的广告批文并未间断。2018年3
月8日，内蒙古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发布公告，称“鸿茅药酒广告符
合《广告法》《药品广告审查办法》《药
品广告审查发布标准》的有关规定”。

对此，王殿明认为，“鸿茅药酒注
册公司所在地的相关监管部门并未对
其经营行为进行有力的监管”。

“药品广告屡禁不止，还在于广告
管理流程存在漏洞。”广东国信信扬律

师事务所律师罗爱萍认为，“监管部门
不能因为企业之前的广告违规，就拒
绝对企业新的广告进行审查。鸿茅药
酒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即便广告不断
受到查处，仍通过修改此前的广告继
续不断申请新广告。”

医生吐槽鸿茅药酒
值得动用警方吗？

关于谭秦东发文“吐槽”鸿茅药酒
的动机，内蒙古警方和律师意见相
左。凉城县公安局办案民警介绍，谭
秦东在接受讯问时表示，他发表文章
是受朋友鼓动，想吸引读者眼球，为的
是“能出名”，所写内容大部分来自互
联网。然而，广东舜华律师事务所律
师胡定锋提供的谭秦东的申诉书上写
的却是，自己的原始动机是“对‘鸿茅
药酒’虚假广告宣传心存反感”。

谭秦东发文“吐槽”鸿茅药酒真的
是在损害企业的商业信誉吗？

“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构
成要件，得是捏造事实，诋毁别人的商
品信誉。”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
松林认为，谭秦东身为医师，提出患有
高血压、糖尿病的中老年人对药酒应
当有所禁忌的观点，并没有捏造事
实。另外，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罪，针对的不是一般的批评者，而是企
业的竞争对手。

张建伟认为，专业人员乃至社会
公众指出某一产品具有内在缺陷，关
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通过意见
表达，是在行使监督权。以“损害商业
信誉、商品声誉罪”来打压医生，会压
缩社会监督的空间，损害公众知情权。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
中心执行主任刘明祥认为，谭秦东的
言论即便有不对的地方，也至多是构
成民事纠纷。当地警方不应干预民事
纠纷，不应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
要避免“民事纠纷刑事化”。

4月16日，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
务部发布关于鸿茅药酒事件的声明，
称执行刑法应当谦抑，愿意为谭秦东
提供法律援助。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
务部在声明中呼吁：各医药企业应严
格遵守《医疗广告管理办法》，依法依
规发布广告；对于涉及药品的不同观
点，应慎重对待，以示对生命负责；公
权力机关应慎重对待不同学术观点和
言论，防止将民事纠纷刑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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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君宇生于1896年
10月。1924年12月起
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
员。1925年3月5日在北
京病逝，时年29岁。

高君宇简介

行走在浙江绍兴东浦小镇
的青石板上，过锡麟中学，走5分
钟路程，就可见到一尊徐锡麟烈
士塑像。从铜像处出发，穿过锡
麟老街，便是徐锡麟故居。

1901年，徐锡麟赴日本大
阪，并转道横滨、东京游历考
察。时值东京中国留学生发起
拒俄运动，他深受这股汹涌的爱
国革命浪潮影响，萌发了反清革
命的思想。1904年，徐锡麟在上
海加入光复会。1905年他在绍
兴创立体育会，又创立大通师范
学堂，规定入校学生均为光复会
会员，参加兵操训练。之后他决
定北上谋取官职，拟掌握兵权，
伺机发动革命。当年他捐得一
个道员，被分发到安徽安庆。

1907年5月，“光复军”成
立，徐锡麟被推为首领，秋瑾任
协领。他决定于7月6日在安庆
巡警学堂举行大考时刺杀恩铭
等人，提前发动起义。6日早晨，
他与陈伯平、马宗汉来到巡警学
堂，召集学生进行演说。典礼开

始后，他从靴中拔出两支手枪，
向恩铭猛射。随后，与陈伯平、
马宗汉率领学生直奔抚衙。藩
司冯煦、臬司毓朗等逃出后集兵
反扑，他率学生转道占领军械
所，双方激战4小时，后与马宗汉
等20余人相继弹尽被捕。安庆
起义失败。

6日晚，冯煦、毓朗组织审
讯。在公堂上，徐锡麟大义凛然：

“尔等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
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均可，不
可冤杀学生。”面对审讯，他直认
不讳，即日惨遭斩首剜心。

徐锡麟牺牲后，遗体安葬在
安庆城北马山。1981年9月，归
葬杭州风篁岭下浙江辛亥革命
烈士墓群。1911年，辛亥革命胜
利。孙中山亲自到杭州致祭，
说：“光复会有徐锡麟之杀恩铭，
其功表见于天下。”并书写挽联

“丹心一点祭余肉，白骨三年死
后香”，以此告慰先烈。如今，此
联悬于徐锡麟故居大厅“一经
堂”。 据新华社

从太原市出发，往北百余
公里就到了娄烦县静游镇峰岭
底村，这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
领导人、著名政治活动家高君
宇的出生地，也是他16岁以前
一直生活和学习的地方。

1896年10月，高君宇出生
在当地一个有名望的大户人
家。受父亲的影响，他思想活
跃，赞成新生事物，向往变革与
革命。

1916年，高君宇考入北京
大学，参加各种进步社团，广泛
接触有进步思想的老师和学
生，在北大崭露头角，成为学生
领袖。1919年参加领导了五四
运动，带领学生上街游行，火烧
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组织各校
罢课，发表革命文章。

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运
动的锤炼，使高君宇更加坚定
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
信念，自觉担当起在中国大地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任。1920
年，他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发起

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在
长辛店创办工人子弟学校，建
立工人俱乐部和职工联合会，
领导发动了北方早期的工人运
动。1920年冬，高君宇加入北
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
开，高君宇是全国50余名党员
之一。

1924年夏天，高君宇回到
山西筹建共产党组织。1924年
下半年南下广州担任孙中山先
生秘书。1924年底陪同孙中山
北上，协助进行国民会议促成
会的筹备工作。1924年12月
起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
1925年3月5日在北京病逝，时
年29岁。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
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
彗星之迅忽。”——这是高君宇
写在自己照片上的一首言志
诗，也是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的真实写照。 据新华社

高君宇：“生如闪电之耀亮”的青年先锋 徐锡麟：“光复军”首领

徐 锡 麟（1873—
1907），男，字伯荪，又字
伯圣，别名光汉子。浙
江绍兴人，是我国近代
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

徐锡麟简介

高君宇像（资料照片）。 徐锡麟像（资料照片）。

穿越大半个中国来抓你

新华社 问
鸿茅药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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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 |点 |关 |注
最高检、公安部等多部门

对此事如何回应？
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

其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近日，内
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公
安机关、检察机关办理的“谭秦东
损害鸿茅药酒商品声誉案”，引起
社会和媒体广泛关注。根据最高
人民检察院指示，内蒙古自治区人
民检察院听取了凉城县人民检察
院案件承办人的汇报，查阅了案卷
材料。经研究认为，目前案件事实
不清、证据不足。自治区人民检察
院指令凉城县人民检察院：将该案
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并变更强
制措施。

17日，公安部通过其官方网
站发布消息称：针对近期媒体高度
关注的“鸿茅药酒”事件，公安部高
度重视，立即启动相关执法监督程
序，已责成内蒙古公安机关依法开
展核查工作，加强执法监督，确保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
格依法办理，相关工作正在抓紧依
法推进中。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央视、
《北京青年报》、澎湃新闻等

新 |华 |时 |评

跨省追捕
须防权力任性
一篇文章，何以引发千里奔波

的追捕？警方的逮捕通知上显示，
系因涉嫌“损害商品声誉罪”。其
依据是，因为这一文章，导致2家公
司、7名个人要求退货，造成损失共
计140余万元。

警方的介入，或许有厘清事
实、还原真相的初衷。然而，细究
其跨省追捕的具体依据，却存在诸
多疑问。这样一篇网帖，与140余
万元的损失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
因果联系？如何判定其具体相关
性，需要具体而有力、能够让公众
信服的支撑证明。

平心而论，涉事文章标题中直
接使用“毒药”表述，存在情绪化之
嫌，但正文内容，引述的是公开报
道以及政府部门行政处罚公告等，
并非杜撰及虚构。有鉴于此，两个
问题在做出跨省追捕的决定之前
本不容回避——在一条浏览量仅
为2000余次的网帖与企业自述的

“140余万损失”之间的直接因果
关系尚且存疑之际，启动追捕程序
是否应更慎重一些？倘若相关内
容并非故意“捏造并散布虚伪事
实”，那么，急于采取应对刑事犯罪
而非民事纠纷的方式是否妥当？

应审慎厘清相关网帖究竟是属
于“造谣”还是“质疑”，究竟是基于
既有事实的提醒还是恶意虚构内容
中伤。反之，难免会被公众揣度，

“跨省追捕”是否只是出于报案者利
税大户身份的“地方保护主义”？

跨省追捕，须慎之又慎，谨防
权力“任性”。全面依法治国与执
法规范化的要求一再被重申之际，
类似跨省追捕的决策制定与执行，
必须经得起法律的审视，经得起事
实与时间的检验。 据新华社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
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

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
工作新局面

据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
席习近平4月17日下午主持召开
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
强调，要加强党对国家安全工作
的集中统一领导，正确把握当前
国家安全形势，全面贯彻落实总
体国家安全观，努力开创新时代
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牢靠安
全保障。

李克强、栗战书出席会议。
习近平强调，全面贯彻落实

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坚持统筹
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既要善于
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
力基础，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经
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坚持人
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
的有机统一，人民安全是国家安
全的宗旨，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
的根本，国家利益至上是国家安
全的准则，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党
的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坚持
立足于防，又有效处置风险；坚持
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塑造是更
高层次更具前瞻性的维护，要发
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同世界各国
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持科学统筹，始终把国家安全
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
中来把握，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
性，形成维护国家安全合力。

习近平指出，国家安全工作
要适应新时代新要求，一手抓当
前、一手谋长远，切实做好维护政
治安全、健全国家安全制度体系、
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政策、强化
国家安全能力建设、防控重大风
险、加强法治保障、增强国家安全
意识等方面工作。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党对国
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实施更
为有力的统领和协调。中央国家
安全委员会要发挥好统筹国家安
全事务的作用，抓好国家安全方
针政策贯彻落实，完善国家安全
工作机制，着力在提高把握全局、
谋划发展的战略能力上下功夫，
不断增强驾驭风险、迎接挑战的
本领。要加强国家安全系统党的
建设，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教
育引导国家安全部门和各级干部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建设一支忠诚可靠的
国家安全队伍。

商务部裁定原产于美国
的进口高粱存在倾销

商务部17日发布2018年第
38号公告，公布对原产于美国的
进口高粱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
定。

根据公告，商务部裁定原产
于美国的进口高粱存在倾销，国
内高粱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且
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
系，并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
高粱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根据裁定，自2018年4月18
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原产于
美国的进口高粱时，应依据裁定
所确定的各公司保证金比率
（178.6%）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该产品归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
10079000项下。

初裁后，商务部将继续对本
案进行调查并作出最终裁定。商
务部将按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
和世贸组织规则保障各利害关系
方的正当程序权利。 据新华社

17日，谭秦东（左）走出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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