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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记者覃星星、何丰伦)没
有防雷、防静电措施，没有消
防设备，一些不法分子私自
建加油站、改装油罐车，在街
上公然揽客……

“新华视点”记者日前调
查发现，在广西一些地方，有
人非法销售国三、国四柴油
以及非标调和油，造成车辆
损害和环境污染。有的“黑加
油站”就设在正规加油站边
上“抢生意”，有的与居民厨
房为邻，成为公共安全“隐形
炸弹”。近日，广西公安部门
重拳出击，已打掉多个“黑加
油站”。

10 多公里路“黑

加油点”多达 12 个

日前，记者在广西北海
市云南南路一处停车场看
到，3 个锈迹斑斑的油罐藏
身于众多大卡车之间。“高峰
时这里有 20 多个油罐，相当
于一个成品油仓库，这些油
罐大多接近报废期或已经报
废。不法分子就用这些没有
任何静电处置设施的危险油
罐，给附近大货车加油。”中
石化广西北海分公司有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记者调查发现，“黑加油
站”过去兜售的主要是柴油，
如今，危险系数更高的汽油
也被拿来牟利。在南宁、钦
州、梧州、防城港等地，一些
不法分子自建加油罐、改装
油罐车，在街面上公然揽客。
在广西兴安县界首镇附近 10
多公里的路上，油罐车、“黑
加油站”等违法加油点多达
12个。
中石化广西北海一个加

油站站长说：“有不法分子将
厢式小货车改装为流动加油
车，车内柴油、加油枪、计价
器一应俱全，就在加油站路
边兜售‘黑油’。”他说，一般情
况下，该站每月柴油平均销
售量为 80 吨。由于“黑油”泛
滥，如今每月销量下降 30%。

业内人士介绍，国道沿
线的沙石场、厂矿企业集中
区、大型停车场、货车修理
厂、居民楼附近都是“黑加油
站”的密集分布区，针对运输
车队、建筑工地等非法销售汽、柴油。

以钦州和防城港为例，据相关部门摸排发现，目前两
地存在非法销售窝点 60 多个，流动加油车 160 多台，每
月非法低价销售油品大约在 7000 吨以上。北海市区域内
的黑窝点有三四百个，黑油车 200 辆。钦州市公安局的数
据显示，当地公安部门自 2016 年 9 月以来已打掉非法经
营的固定加油点超过 40 个，扣押油品 200 多吨，涉案金
额超过 5000 万元。

“黑油”多为掺假调和非标油

据了解，广西的“黑油”来源有几种：有的是从正规油
库以优惠价格批发出来的，但多数是一些民营化工企业
利用国有大炼厂的下脚料、化工产品、燃料油等调和出来
的非标油品，还有一些是沿海沿边地区走私油、各地车辆
被盗油品。

中石油广西钦州销售分公司一位职工表示，这些油
品质量参差不齐，对车辆发动机损伤较大，也不利于环境
保护。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全面供应符合国五标
准的车用汽、柴油，停止国内销售低于国五标准车用汽
油、柴油。非法经营者多销售国三、国四柴油甚至非标油，
对环境污染较大。“在此前一次多部门联合打击‘黑加油
站’过程中，我们发现，不法分子销售的油品硫含量远远
超出国家标准。”钦州一位知情人说。

除了质量没有保证，这些非法加油点设备简陋，缺乏
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经营者缺少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
极易发生安全事故。执法人员发现，北海、钦州、玉林的一
些非法窝点，将油罐安放在室内，封闭空间一旦油气混合
比达到临界状态就会发生爆炸。

一些安监部门负责人介绍，许多“黑加油站”无防雷、
防静电措施，无消防器材，安全隐患巨大。不法分子甚至
在民宅内改装、藏匿油罐，如发生火灾或爆炸很容易波及
周边地区。

“2017 年查处的一起案件中，厨房就在‘黑油点’旁边，
嫌疑人给车辆加油的同时，其家人就在一旁炒菜，安全意
识极其薄弱。”钦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某大队教导员陈振
邦说。

应加强部门联合执法

业内人士介绍，“黑加油站”投入小、技术门槛低、收
益高，不法分子购置一两个 1000 升左右塑料罐加上一台
小加油机即可开始作业，通常开设在隐蔽偏僻处不易被
发现。受暴利驱使，许多不法分子加入到疯狂兜售劣质成
品油的行列中。

除了低价倾销，“黑加油站”常常通过赊销、送油上
门、沿路兜售、应约卖油等方式揽客。“客户一个电话，流
动加油车就开过去，加完就跑了，流动性非常大，查处难
度大。”广西防城港一位正规加油站站长说。

据了解，治理“黑加油站”涉及公安、安监、工商、质
监、环保、消防、运管、税务等多个部门。业内人士建议，应
形成固定的联合执法机制，在相关车辆出行高峰期、双休
日等开展不定时打击查处，规范成品油市场秩序。

此外，正规加油站申办困难及部分山区乡镇没有正
规的加油站点，也给“黑加油站”的出现提供了市场。业内
人士建议，应完善正规加油站的布局，方便偏远地区群众
就近加油。同时，大力宣传“黑加油站”的危害，减少劣质
油对车辆的损害和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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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12 日电(记者林苗苗、熊
琳)号称“纯植物”的减肥胶囊实际“违禁”，从原
料引进到产品卖出全程无追溯，散装胶囊进货
后卖家自己打码生产日期，仅一家网店就能卖
出上百万元、销售遍布多个省份……

“双 11”刚刚结束，随着人们对网络购物的依
赖，越来越多的产品上网销售，带给人们便利的
同时，也存在一定风险。记者从司法机关了解到，
近年来，一些有毒有害食品和假药在网络上通过
种种方式“隐身”售卖，而其中违禁化学成分添加
严重更可能危及消费者生命安全，消费者网购需
多加小心，有关部门也应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

“纯中药胶囊”实则添加违禁西药

从生完孩子有点胖、自己网购减肥药的年
轻妈妈，杜莹一步步成为自行包装假药的某中
药养生堂网店店主，最终因生产、销售假药罪被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罚
金 240 万元。凭借绕开敏感关键词等手段，杜莹
的“中药减肥胶囊”销售金额共计 100 余万元。

“我卖过两种减肥药，网上的商品名分别叫
‘加强版老客户专拍’和‘特效老客户专拍 198’，
商品照片没有放到网上，也没有直接写是减肥
药，因为知道这种药品是三无产品，而且电商平
台也不让用‘中药’等字眼描述商品。”杜莹说，自
己通过购买减肥药的商家认识了同城的代理薇
薇，后来就陆续从薇薇处进货散装减肥药，用网
购的空药瓶和标签进行包装，再通过微信朋友
圈宣传，为网店“引流”。

案件的证人郭女士曾两次在杜莹的网店购
买减肥胶囊。郭女士说：“看到店铺介绍是纯中
药成分，服用安全，并且网上买家口碑较好，就
购买了。吃过后开始确实瘦了，但后来再服用就

不管用了。”
根据鉴定机构的检测报告，杜莹店里的“中

药减肥胶囊(特效型)”“纯中药减肥胶囊(加强
升级版)”中含有西布曲明、酚酞等国家禁止在
保健食品中添加的化学成分。

成分不明、全程无追溯

杜莹的案例并非个案。记者从北京市检察
机关获悉，近年来已办理多起利用网络直播平
台、微信朋友圈、网络店铺等生产销售假药和有
毒有害食品的案件。犯罪分子在家中用一部手
机、一台电脑就能开张，让来源不明的保健食品
通过网络平台“隐身”销售。

———“隐身”售卖，圈子营销。北京市东城区
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吕永浩说：“有的店主通
过微信宣传后引导顾客到电商平台下单，为规
避平台审查将商品化名‘特效胶囊’‘老顾客专拍’
等，让圈子里的顾客一看就懂。有的‘主播’通过
网络直播平台推销‘纯中药减肥胶囊’，进货价

100 元的产品经过层层倒手后以 1900 元卖
给消费者，借助粉丝经济对非法产品进行包
装，辐射人群数量呈几何式增长。”

——— 日期自己打，来源难追溯。据因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被判刑的罗建平供述：“我们
自行把胶囊板装盒后售卖，卖出去的时候再
打上年月，实际生产日期我也不清楚。有些顾
客反映吃了之后肚子不舒服、口干、不想吃
饭，我就想减肥胶囊可能有问题，问供货的人
说也是找别人做的。”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孙兵
说，一些不法商贩通过网络联系、快递发货，
产品源头很难追溯。据执法人员查询，罗建平
店内多款产品上印制的批准文号在相关管理
部门网站上均“查无此产品”。

——— 违禁化学成分危害大。记者发现，一
些非法保健品热衷披上“纯中药”“纯植物”的
外衣，在产品名称中加入“水果配方”“苦瓜提
取”等词汇，有的将违禁的“核心原料”与当归
粉等原料混合，增加“中药味”。非法减肥产品

中添加的西布曲明可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
酚酞是处方药，使用过量可引起电解质紊乱、
心律失常等严重后果。记者了解到，在实际案
例中一些消费者食用后发生了头晕、厌食、腹
泻等不良反应，重者呼吸困难后送医院抢救。

食药安全网如何织密？

业内人士透露，非法生产者靠一两个人
在家就可以手工灌装胶囊，销售也是通过网
上进行，全程和消费者不见面，即使有群众举
报，执法者单靠电话、网址等线索也难以找到
人，隐蔽性强，查处难度较大。

据了解，阿里巴巴等网络平台近年来已
与一些地方的公安、食药监、工商等部门开展
合作，利用大数据等方式发现并及时向执法
部门移交假货的问题线索。

“北京市食品药品稽查部门已于近年成
立网监大队，加强对网络食品药品违法行为
的打击力度。”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一些网店开店门槛较低，建议进一
步从保健食品网络销售流通环节完善相关规
范。”孙兵说，公众也应理解“保健品不能替代
药物”等基本原则，树立理性消费观念。
丰台法院对通过网络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的罗建平及其妻子进行刑事判决后，北京市人
民检察院第四分院提起了北京首例消费领域
的民事公益诉讼，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已
于近日做出判决。“因本案侵权行为受到损害
的消费者，可以直接依据民事公益诉讼的判决
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减轻私益诉讼中消费者
的举证责任和维权成本。”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第四分院民事检察部主任刘晨霞说。

生产日期自己定，减肥“神”药“隐身”卖
看非法网店如何“套路”你

新华社香港 11 月 12 日电(记者丁梓懿)著
名作家金庸 10 月 30 日在香港逝世，享年 94
岁。他的丧礼 12 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为便于
公众向金庸作最后道别，香港文化博物馆内的
“金庸馆”12 日至 30 日设置吊唁册，12 日当天
就有数百位读者及市民前去致敬缅怀。

当日，位于北角的香港殡仪馆举行金庸的
私人丧礼，翌日出殡。按照金庸生前意愿，丧礼
以私人形式举行，不设公祭。殡仪馆外排满了各
方送来的悼念花圈和花篮，金庸生前好友导演
许鞍华、张纪中，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等陆续
到场，为其送行。

据殡仪馆工作人员介绍，灵堂布置以白色
为主，两侧放满花牌。金庸遗照外围铺满了白色
花朵并被砌成心形，遗照上方安放着“一览众
生”匾额，两旁的挽联则写着：“飞雪连天射白
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在“金庸馆”所在的位于沙田的香港文化博
物馆外，竖立着馆方精心准备的多幅金庸小说
人物画像。当日，不少人驻足在这些画像前，拍
照留念。

“金庸的书陪着我长大，上世纪 80 年代电
视热播金庸剧集时，整个屋邨都听到同一部剧
集主题曲的旋律。”姚先生略显忧伤地说。

姚先生当日特意请假一天，由九龙来到沙
田，送金庸最后一程。吊唁处的公众开放时间为
下午 4 至 6 时，他于 1 时 30 分就来到馆外排
队。与他一起的，还有许多香港、内地甚至海外
的“金庸迷”。

下午 3时，已有超过 100 人在“金庸馆”外
排队等候入场，陆续仍有不少读者前来，队伍越
来越长。4时左右，这条队伍已经沿着香港文化

博物馆外围绕了小半圈。
“金庸是我的老乡，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

但我觉得他就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他小说中呈
现的侠义、孝心、正直等，一直指引着我做人做
事。”来自浙江省海宁市的王利忠对记者说。

王利忠此次特意从浙江赶来，并带来一份
自己收藏的报纸，上面记录了金庸六次回海宁
的珍贵图片。2015 年，王利忠在海宁成立了“全

球金庸迷群英会”，多次召集全世界的“金庸
迷”到海宁聚会，弘扬金庸先生的侠义精神。

从马来西亚专程来港的 80 岁的“金庸迷”
罗先生在文化博物馆的书局买了他最喜欢的
两部金庸小说作品《神雕侠侣》和《鹿鼎记》，
想要带回马来西亚作永久留念。“金庸武侠作
品刻画出的经典人物形象深入人心，金庸是
一位非常难得的武侠小说大家，我很怀念他。”

4时整，吊唁处向公众开放。吊唁处的背
景是一张巨幅海报，上方印有金庸十二部小
说的书名，下方则为多个经典人物形象。背景
前方有一排铺着白布的长桌，桌上放置着白
色鲜花、相框及三本留言簿。人们在工作人员
的指引下有序入场，留言吊唁。

在离场时，每人都可获得一本纪念册，封
面为灰色，上书“看破放下自在”六个大字，并
印有金庸签名。纪念册共 27 页，内附金庸的
生平、不同小说的金句名言，以及他与家人的
日常生活照片、小说手稿等。

吊唁处后面便是“金庸馆”入口处，当天
的展馆依然是人头攒动。这个常设展馆通过
300 多组展品介绍金庸早期事业、武侠小说
创作历程和小说对香港流行文化的影响，还
包括不少互动展品，如经典金庸电影、电视剧
和主题曲选段，有助于人们了解金庸作品的
历史文化内涵。

“金庸馆”内的留言墙被读者留下的贴纸
铺满，很多读者在此写下心愿，寄托哀思：“是
你让我年少醉心于轻功，你会一直活在我心
中”“行侠仗义江湖事，华语世界识金庸”“金
派秘笈烛照华社，武侠情迷人所共仰”……

由于留言人数较多，而留言墙空间有限，
有的位置布满了好几层贴纸。人们对金庸的
热爱不分年龄、无关地域。从笔迹来看，有的
稚嫩，有的成熟；有人用简体，有人用繁体。

金庸生前在“金庸馆”的前言中说：“我的一
切都是香港给予的，我感激香港，慢慢地也就
把香港视为我的第二故乡。我珍惜在这里的美
好时光，愿意好好爱护她，尽我的能力回报
她。”如今许多“金庸迷”在此处驻足，吊唁金庸。

金庸丧礼在港举行，众读者吊唁致敬

▲ 11 月 12 日，读者在“金庸馆”吊唁。新华社记者吴晓初摄

预防性判决，让法律保护跑赢消费侵害

日前，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提
起的北京市首例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一审公开
宣判，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支持了检察
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两名被告停止销
售涉案有毒有害食品并在一家全国公开发行
的媒体上公开向社会赔礼道歉。

这起案件并不复杂。被告罗某某、卢某某
自 2016 年 9 月开始通过四家网店销售含有国
家禁止在食品中添加的酚酞、双氯芬酸钠等有
毒有害物质的苦瓜清脂系列等保健品。民以食
为天，通过公益诉讼追究违法者的侵权责任突
显了检察官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职责使命，彰
显了检察机关对“舌尖上的安全”的全力保护。

其一，完成了侵权行为的司法确认。检察
机关作为公益起诉人要求两名被告承担停止
侵害、消除危险、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这些
诉讼请求以两名被告实施了侵权行为为前
提。侵权行为的司法确认是公益诉讼的起点，
但是检察机关的这一诉讼请求意义远非如
此。根据法律规定，经法定程序的法律文书是
人民法院认定事实的根据，一旦判决书认定
了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起诉的事实，那么就意
味着司法确认了二被告的行为具有违法性，
现已存在侵害不特定消费者权益的损害事
实，且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
系。虽然是抽象的因果关系，但对于具体的因
果关系同样有一定证明意义。购买了这些产
品的普通消费者如果就此提起民事诉讼，可
以减轻其证明责任和诉讼成本。这既有利于
通过降低诉讼成本实现对消费者的全面保
护，更有利于通过诉讼便利引导消费者强化

权利意识倒逼生产者、经营者依法依规经营。

其二，实现了违法行为的公开宣告。检察
机关要求二被告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媒体上公
开道歉是一大亮点。一方面，两名被告已经将
一部分有毒有害产品销售出去，购买了这些产
品的不特定多数消费者的健康面临着被侵权
的风险。要求二被告在媒体上公开道歉，对产
品风险进行提示，是对可能发生的侵权行为的
预防，这是对公众负责。另一方面，通过媒体进
行道歉，道歉的内容及媒体、版面、字体需要经
过法院审核，如此严格遵循法定程序的公开宣
告，既是对违法者的教育和警示，更是对法律
尊严的强化和宣扬。经过严格程序后的公开赔
礼道歉严肃提醒违法者：谁敢侵害群众舌尖上
的安全，法律一定会让他付出沉重的代价！

其三，严密了食品安全的责任追究。两名
被告已经因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判处刑
罚。但刑事责任的承担并不影响侵权责任的认
定，违法者锒铛入狱，并不因此而豁免其本应
承担的赔偿与道歉。检察机关依法追诉犯罪以
后，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追究违法者的民事侵权责任，彰显了公共
利益最大化保护的原则。在厉行法治的今天，
任何违法行为都应当得到全面客观的评价。在
刑事程序终结之后，继续通过公益诉讼程序追
究其侵权责任，让食品安全违法得到严格、客
观、全面的法律评价，通过严密的责任追究体
系，大大提高违法成本，既是对违法者的震慑，
更是对公众的保护。一句话，谁打起公众舌尖
上的歪主意，谁就要在自由上付出代价，在经
济上承担责任，在名誉上受到否定。 (张玮)

公益诉讼，为舌尖上的安全提供检察保护

“双 11”购物狂欢节十周年。广大消费者疯
狂“剁手”的同时，也期盼着商品的品质能如其
所愿。那么，网购商品的品质如何保障？

就在前几天，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依
法公开宣判了北京市首例检察机关提起的食
品、药品安全领域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被告通过
开设四家淘宝网店销售保健品 6000 余份，产品
中含有国家禁止在食品中添加的酚酞、双氯芬
酸钠等有毒有害物质。法院判决网店店主停止
销售涉案保健品，公开向社会赔礼道歉。此案的
公开宣判，让消费者看到了司法审判对消费公
共利益的强有力保护。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可谓
是给销售者戴上“紧箍咒”。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与个体消费者维权的私
益诉讼有什么区别？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并不是
代替消费者一揽子解决退换货或者赔偿问题，
更不是集中维权组织退换货或统一赔付。区别
于私益诉讼对具体特定的消费者利益的维护，
消费公益诉讼扩大到对不特定多数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保护。

法院以预防性判决，防止了损害范围的扩
大。被告销售的保健品中含有可能损害人体健
康的有毒、有害物质，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安全
的危险。涉案保健品尚未造成消费者人身损害，
法院并没有袖手旁观，没有将实际损害后果作
为认定侵权的必要条件，而是将可能侵害众多
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风险作为违法事实。

法院通过预防性判决，让销售者现在停止销售、
未来不再销售，防止损害范围的扩大，也就避免
了消费侵权“亡羊补牢”。预防性判决坚持了保
护优先、预防为主的原则，避免公益诉讼沦为消

费侵权的“马后炮”。

公益诉讼还能做什么？以公开道歉弥补
了社会公众精神利益损失，保障消费知情权。

消费升级是消费需求量和质的同步提升。消
费者期待食品安全，希望发现一起、曝光一
起、惩处一起，以提高违法成本来换取社会公
众安全有序的消费环境。赔礼道歉看似无关
痛痒，但通过全国公开发行的媒体公开道歉
并公布产品名称、销售时间、网店店名以及产
品中所含的有毒、有害的成分及危害性等事
实，既是在提示消费者产品存在的危害以消
除危险，也是对其他销售者的警示，更是对违
法销售者经营信誉的致命性打击。

制度健全了，落实是关键。传统的行政执
法、刑事处罚、公益诉讼、个体维权等诸多行政
司法程序接力赛式地进行，短则两三年，长则
三五年，即便再严厉的违法惩处，如果姗姗来
迟，也是对社会公众安全有序的消费秩序的伤
害。我们可以尝试构建多部门融合的信息共享
协同处置智能平台，一个部门或组织发现了违
法违规生产销售行为，工商、食药监、公检法等
各相关行政司法部门同步启动调查程序，让消
费者不再苦于投诉无门。我们也可以探索设立
公益诉讼专项基金，把公益诉讼的惩罚性赔偿
金建立基金纳入信托管理，为更多消费维权提
供资金支持或救助更多消费受害者等等。相
信，公益诉讼制度将更加完善。

消费公益诉讼，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竞
技。惩戒、遏制制假销假，既是对广大消费者
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是对营造民营企业良好
营商环境的努力。 (理付金)

一些非法保健品热衷披上“纯中

药”“纯植物”的外衣，在产品名称中加

入“水果配方”“苦瓜提取”等词汇，有的

将违禁的“核心原料”与当归粉等原料

混合，增加“中药味”

新
华
社
发

朱
慧
卿

作


	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