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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国务院机构
改革涉及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
责调整问题的决定》，司法部有关负责
人 6 日对决定的出台背景、主要内容等
进行了详细解读。

改革
必须有序进行
——司法部有关负责
人详解与国务院机构改革
有关的行政法规的修改或
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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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案

●数据
据了解，自 2016 年 12 月 28 日挂牌成立
至今，
最高法第三巡回法庭注重人权司法保障，
对于冤错案件，发现一起，查实一起，纠正一起，共
启动再审程序案件 7 件，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坚持
依法纠错和维护裁判权威并重，
共驳回申诉 198 件。

﹃禁药﹄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5 日电 记者 5
日从最高法获悉，
最高法第三巡回法
庭对原审被告人耿万喜诈骗再审一
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并当庭宣判撤
销原审判决，
改判耿万喜无罪。
1986 年 6 月 25 日，江苏省滨海
县检察院向滨海县法院提起公诉，
指
控耿万喜犯诈骗罪。1986 年 10 月 7
日，
江苏省滨海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认定：1985 年 10 月 21 日至 26 日，耿
万喜以代购橘子罐头为由，
先后两次
将滨海县土产果品公司的 3 万元骗
到四川省江津县果品公司，
作为自己
贩卖橘子的资金，
使滨海县土产果品
公司遭受一定损失。经多方追款，
直
至 1986 年 3 月追回赃款。据此，
对耿
万喜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宣判后，耿万喜不服，提出上
诉。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于 1986 年 11 月 24 日作出刑事裁
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
发生法律效力后，耿万喜不
服，
提出申诉。
最高法于2016年3月3

日作出再审决定，
指令江苏省高级法
院进行再审。江苏省高级法院经再
审于2017年4月10日作出刑事裁定，
驳回申诉，
维持原判。耿万喜仍不服，
又向最高法提出申诉。2018 年 1 月
26日，
最高法经审查作出再审决定。
再审中，最高检出庭检察员认
为，耿万喜没有实施虚构事实和隐
瞒真相的行为，没有非法占有的目
的，也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事后
积极采取补救措施，未给滨海县土
产果品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经济合
同纠纷调解结案后再追究刑事责任
不妥，原审属于事实认定错误。
最高法经再审认为，
原审被告人
耿万喜确有夸大履约能力、
擅自将货
款挪作他用的过错，
但耿万喜并未实
施刑法上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行
为，亦无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
其具有一定履约能力，
也为履行合同
作出努力，
且案涉款项已于案发前返
还。原审认定被告人耿万喜犯诈骗
罪的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
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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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
“喝咖啡就能减肥”
其实是
“禁药”
功效

B

成本低见效快，
有的利润超过 150％

朱女士购买的这款“网红减肥
药”名为“左旋肉碱咖啡王”。在网
上，
“喝着咖啡就能减肥”是这款假
药的销售噱头。打着“懒人减肥”
的旗号，该药很快走红。遭“网红
减肥药”折磨的朱女士，愤然将减
肥药送当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检测。结果显示，这一减肥药中

如何
变
身

江苏淮安市民朱
女士在网上购买了一款“网红
减肥药”
减肥药”，按要求每天服用三包，
按要求每天服用三包，没
想到两天后全身无力，
想到两天后全身无力，头晕、
头晕、心慌、
心慌、呕
吐，
可体重一点没减掉。
可体重一点没减掉。后经权威部门检
测，
减肥药中含有西布曲明等违禁成分。
减肥药中含有西布曲明等违禁成分。
近年来 ，各类违法添加西布曲明的
“特效减肥药”
特效减肥药”层出不穷，
层出不穷，相关案件在多
地发生。
地发生 。 这一早在 2010 年就被明令
停止生产、
停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禁药”
禁药”何
以禁而不止，
以禁而不止 ，甚至变身“ 网红
减肥药”
减肥药”？

﹃网红减肥药﹄

问：
出台决定有什么背景？
答：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关于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策部署，这次国务
院机构改革，涉及众多行政机关法定职
责的调整，
需要修改大量的法律、
行政法
规，
很难在短期内修改完成。
为平稳有序调整法律规定的行政机
关职责和工作，确保行政机关依法履行
职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出
台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法律规定
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考虑
到这次机构改革涉及的行政法规数量较
多，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法律规定
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确定的
原则，
司法部起草了决定，
确保机构改革
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进行。
问：这次机构改革涉及哪些行政法
规需要修改？
答：
从初步梳理的情况看，
需要修改
或者废止的行政法规有 230 多部，数量
大，
内容多，
情况各异：
一是有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
职责虽已调整到其他行政机关，但不修
改并不影响承接职责的行政机关履行职
责，
不需要修改；
二是有的行政法规规定
影响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需要及时修
改或者废止；三是有的新组建的行政机
关相关职责尚未调整到位，需要在部门
的“三定”规定明确职责分工后，再修改
或者废止有关行政法规；四是有的行政
法规需要在有关法律修改后再作修改或
者废止。
问：决定就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机
关职责调整问题主要规定了哪些内容？
答：一是在保障行政机关履行职责
和开展工作的连续性方面，决定明确改
革方案确定由组建后的行政机关或者划
入职责的行政机关承担职责和工作的，
在有关行政法规规定尚未修改或者废止
之前，
调整适用有关行政法规规定，
由组
建后的行政机关或者划入职责的行政机
关承担；
相关职责尚未调整到位之前，
由
原承担该职责和工作的行政机关继续承
担。
二是在确保上级行政机关依法行使
有关批准、
备案、
复议等管理监督指导等
职责方面，明确上级行政机关职责已调
整到位、下级行政机关职责尚未调整到
位的，由改革方案确定承担该职责的上
级行政机关履行有关管理监督指导等职
责。
三是对制定、修改或者废止行政法
规提出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认为实施
改革方案需要制定、修改或者废止行政
法规的，
应当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
由司
法部起草草案后，依照法定程序报送国
务院。
四是对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
提出要求。明确规定国务院部门要抓紧
清理实施改革方案涉及的部门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
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
问：决定在贯彻落实方面对各级行
政机关提出了哪些要求？
答：决定要求各级行政机关要精心
组织，
周密部署，
确保行政机关履行法定
职责、开展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有效
性，
特别是做好涉及民生、
应急、
安全生产
等重点领域工作，
切实保障公民、
法人和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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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假减肥药都喜欢添加西
布曲明？
“成本低，见效快。”南京市妇
幼保健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张悦
说。淮安警方破获的这起案件也
印证了这一说法。
依据犯罪嫌疑人许某交代，工
厂生产的减肥药中添加的西布曲
明剂量，是根据成本、市场需求、消
费者身体反应等因素动态计算的，
每吨添加量最多不超过 4 公斤。以
此计算，35 公斤西布曲明可加工成

C

非法添加了西布曲明等违禁成分，
属于伪劣产品。
淮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随后将线索移交淮安公安部门。
淮安警方于最近捣毁了这条假减
肥药生产、销售的地下产业链，现
场查获假减肥药约 8 吨，另外还查
证约有 10 吨已售出。

约 9 吨减肥药。减肥药一罐约 300
克，每罐以最低售价 13 元计算，总
售价近 39 万元。而许某购买 35 公
斤西布曲明仅花费 6.65 万元，其他
辅料、包装成本也十分低廉，获利
很大。
在销售环节，这些减肥药的暴
利更加惊人。办案民警介绍，一名
网店店主进货价为每罐 18 元，标明
的出售价高达每罐 69 元。即使搞
活动，买二赠一，每罐实际价格也
高达 46 元，
利润率为 156％。

假减肥药营销套路：
“网络＋快递”绕开监管

“来我这拿药的人心里都清楚，
国家不让卖。”一位微信签名为“月
瘦 8 至 20 斤”的原料供货商对记者
说，该药不能销售给心脏病、高血
压、孕妇等敏感人群，且剂量添加要
严格控制。然而，他不仅卖原料、配
方，还出售成品胶囊，目前线下有近
20 家供货的微商。
记者调查发现，假减肥药的销
售套路主要是：通常都会起一个时
尚又费解的药名，如“左旋肉碱咖啡
王”
“巴西果蔬塑身压片糖果”等，听

起来很有“科技含量”。然后，通过
网络社交软件一对一私下分销、零
售和支付。最后，用快递邮寄。整
个过程绕开了工商、食药监等监管
环节。
苏州警方之前办理的“舒立轻”
特大假减肥药案尤为典型。从原料
到辅料，从胶囊壳到外包装，从防伪
标识到灌装机器，犯罪嫌疑人全部
在网上搞定，然后躲到江苏徐州丰
县一偏僻的农家小院内生产，生产
之后又通过网络、快递进行分销。

说法·建议
加强网上监管
办案民警介绍，此类案件常常要奔赴全国
十多个省份取证、抓捕，执法成本很高，仅靠警
方事后打击远远不够。
业内人士认为，这既要警方严厉打击，也要
市场、药品监管部门变革传统的监管方式，加快
构建网上的监管体系。

？

不要迷信快速减肥

营养师提醒消费者，不要迷信快速减肥。
减肥应循序渐进，首先考虑常规的基础治疗，如
通过合理饮食、适度运动减肥。
建议消费者到有资质的正规医院咨询，制
订科学、
合理的减肥方案。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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