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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北京首起食药领域民事公益诉讼开庭

夫妻网售“毒药” 庭上公开道歉
假请老同学吃饭
半路叫仨人抢劫
北京晨报讯 （记者 颜斐
通讯员 刘作宇）

法院供图
罗某夫妇不顾消费者身体健康，销售大量有毒有害保健品，后二人因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
法院判处刑罚。 但鉴于二人的行为还存在侵害了众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后检方又提起
民事公益诉讼，要求二人向社会公开道歉。 昨天上午，该案在北京市四中院开庭审理，据了解，该案系北京
首例检察机关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提起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也是此类诉讼中首次采用 7 人合议庭
进行审理。

销售有毒保健品 涉全国多省份

三年前，罗某、卢某夫妻通
过网店销售大量“苦瓜清脂减肥
胶囊”等保健品。可有消费者反
映，在购买上述保健品服用后，
出现了肚子疼、腹泻、口干、厌食
等不良反应，怀疑该网点所销售
商品不是正规厂家生产。后阿里

巴巴打假特战队发现罗某夫妻
涉嫌售假线索后，将消息推送给
警方。
通过双方共同研判分析，
2016年 9月 1日，两名犯罪嫌
疑人被民警抓获。经过统计，
2015年 4月至 2016年 9月间，

罗某、卢某通过开设 4家淘宝网
店，共计销售 6000余份保健品，
销售金额 15万余元，买家遍布
北京、天津等多个省份。上述产
品中，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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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元一盒拿货 15 元一盒卖出

检方对罗某夫妇提起公诉，
检方认为，罗某、卢某的行为系
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
品原料的食品，具有其他严重情
节，已经触犯了我国《刑法》规
定，均已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
品罪。
在该起刑事案件审理时，二
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
罪名均无异议。罗某交代说，
2008年他和卢某先是经营淘宝
店卖化妆品，到了 2015年，他在
网上看到有人卖苦瓜清脂减肥

胶囊，他也想进一些卖，为此找
了一名男子订货，后又增加了几
类减肥药和保健品。罗某称，他
在男子处以 4元钱拿货，再以
15元一盒销售，每次会进 500
到 1000盒。
据了解，酚酞长期或过量使
用会引起人体电解质紊乱、血
糖升高、肠功能的依赖性，会
导致特殊人群病情加重。而双
氯芬酸钠长期使用可导致部
分患者出现消化道出血、胃肠
道溃疡、头痛、心律失常等不

良反应。
本案由丰台法院审理，法院
经审理认为，罗某夫妇的行为均
已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鉴于卢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
作用，系从犯，法院对卢某从轻
处罚，并对其适用缓刑。最终法
院判处罗某有期徒刑 3年，并处
罚金 30万元；判处卢某有期徒
刑 2年，缓刑 2年，并处罚金 1
万元。此外，法院还禁止卢某在
缓刑考验期内从事食品生产、销
售及相关活动。

检方提公益诉讼 店主当庭道歉

二人虽然受到刑事上的处
罚，但鉴于二人的行为还存在侵
害了众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与
社会公共利益这一情形，违反了

我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故
检察机关于去年向北京市消费
者协会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对二
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但市消协

东城工商分局开展
防范和打击传销宣传活动
为保障辖区健康良好的营商环境，维护安定和谐的社会秩
序。近日，东城工商分局会同公安、金融办等多部门在崇文门新
世界商圈开展了防范和打击经济犯罪及非法传销的宣传活动。
本次宣传活动以“坚决依法取缔传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主
题，工商干部在活动现场张贴宣传海报，并向过往社区居民发放
宣传材料。同时，详细介绍传销的本质特征、直销与传销的辨别
方法、新型网络传销的类别和形式等知识，提高群众对于传销行
为的认识；讲解传销组织的惯用手段以及参与传销活动的严重
后果，号召群众提高警惕、拒绝传销、远离危害；另外，鼓励群众
积极参与到防范和打击传销的活动中来，可通过拨打12345、
12315、110等热线电话，及时举报身边的涉嫌传销线索。

在法定期限内未提起诉讼。后市
检四分院向北京四中院提起消
费公益诉讼。
昨天上午，该案开庭审理，
检方请求法院判令罗某、卢某停
止销售涉案有毒有害食品，并公
开赔礼道歉，通过在媒体上公布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事实等方
式向消费者提示产品存在的危
害以消除危险。
面对起诉，出庭应诉的卢某
首先向社会道歉，并表示已经认
识到销售产品对买家身体有损
害，剩余未售出产品已被收缴，
以后不再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对
于检方提出的其他诉求，卢某同
样予以认可。
“我以前不懂法，犯下了错
误，以后我不会再卖这类东西
了。”卢某在法庭上说道。
该案将择期宣判。
北京晨报记者 黄晓宇 / 文

黄先生和朋
友晚上驾车吃饭途中遭遇抢
劫，三名歹徒对二人一番殴
打后抢走了 5万余元财物。
黄先生没有想到，此次抢劫
竟然是一同被“抢”的朋友一
手导演的。日前，实施抢劫的
三名嫌疑人被朝阳区检察院
批准逮捕，另一名同伙正在
追捕中。
今年 2月的一天，黄先生
接到老同学王某华的电话，表
示要还一年前的 2000元借
款。为表示感谢，对方还要请
黄先生晚上吃饭唱歌。当晚
10点多，黄先生开车带王某
华到了事先订好的一家饭店。
到达后，两人刚打开车门，路
边突然蹿出三名戴口罩、手持
电棍和匕首等凶器的男子。
黄先生被电棍电了头部一下，
随后和王某华一起分别被人
控制坐在车上，另外一名男子
则驾车。
途中，控制黄先生的男子
不断用电棍电击他，称有人花
100万买他的一条腿。黄先生
意识到遇到抢劫，后将卡里的
5万元用手机转到了指定的银
行账户。车开到一片荒无人烟
的废墟处停下，黄先生的手机
和现金被抢走，人又被绳子捆

住。黄先生拼死反抗，搏斗中
身上多处被三名男子用斧头、
匕首划伤。
后三名男子逃离现场，黄
先生回到车上发现王某华躺
在车里。他自称被电棍击晕，
还被抢走了手机和 3000多元
现金。后两人报警。面对警方，
王某华坚称其也是受害者。巧
合的是，就在同一天，警方对
另一起入室抢劫案现场发现
的 DNA的对比鉴定做出了结
果，显示王某华有重大作案嫌
疑，于是民警当即将他控制。
王某华供认伙同他人实施了
入室抢劫，且此次“被抢劫”也
是其一手策划。
原来，2017年 12月，王
某华与他人合伙在北京实施
了一起入室抢劫后，又在网上
结识了王某旭并合谋继续抢
劫但未能成功。因王某华曾提
及同学黄先生挺有钱，王某旭
便提议抢他。考虑到王某华刚
在北京作过案，两人商议由王
某华将黄先生约到指定地点
后，假装一起被抢，以此摆脱
嫌疑。
随后，二人又联系肖某和
李某加入，事先分好工并踩
点，准备好作案工具。王某华
落网后，民警很快将李某和肖
某抓获。

佯装“白领”专偷写字楼
警方速擒疑犯
北 京 晨 报 讯（首 席 记 者
张 静 雅）

佯装“白领”专偷写
字楼，光天化日疯狂作案。
北京晨报记者获悉，西城警
方通过缜密侦查快速锁定
嫌疑人，经过跨省追捕，用
时 6天 成 功 破 获 地 区 系 列
盗窃案，目前核破案件 3
起。嫌疑人杨某已被警方刑
事拘留。
4月 10日、12日，西城
区太平桥大街地区接连发
生三起针对写字楼内“白
领”财物被盗案件，涉 案 金
额高达 20余万元。西城公
安分局刑侦支队接报案后，
迅速开展工作，经侦查，确
定三起案件均为一名男子
作案，该男子佯装成内部工
作人员进入写字楼后，以假
装拨打电话为掩护四处观
望，发现有人外出或室内无
人，便溜门入室实施盗窃，
得手后迅速离开。
侦查员调取案发现场

及周边共计 10余处 300多
小时的监控录像进行逐帧
查看、海量筛核，经进 一 步
工作确定了犯罪嫌疑人身
份信 息 ， 锁 定 了 犯 罪 嫌 疑
人的在京落脚点，通过进
一步循线侦查，侦查员查
明了该嫌疑男子作案后逃
往辽宁省大连市，侦查员
迅速赶赴大连市展开抓捕
工作，经细致摸排、日 夜 蹲
守，最终在辽宁省大连市
金州区某门店内将犯罪嫌
疑人杨某成功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杨
某 （男，49岁，黑龙江省牡
丹 江 人 ，曾 2007年 因 盗 窃
罪被黑龙江警方刑事拘
留）对 自 己 于 2018年 4月
10日 、12日 ，在 北 京 市 西
城区太平桥大街地区写字
楼 的 3起 盗 窃 行 为 供 认 不
讳，现已被西城警方刑事
拘留 ，目 前 ，案 件 正 在进一
步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