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6日

广州医生吐
槽鸿茅药酒遭跨
省抓捕一案持续
发酵。
1 月 10 日 ，
39岁的广东医生
谭秦东， 因发帖
称“鸿茅药酒是
毒酒”，被该企业
—
所在地警方——
内蒙古凉城警方
跨省抓捕， 随后
被刑拘、逮捕，目
前该案已移交检
察院审查起诉。
谭秦东涉嫌
的罪名为损害商
品声誉罪。 支持
这项罪名的主要
理由是， 鸿茅药
酒公司报警称，
谭秦东发布那篇
帖子后，有2家公
司 、7 名 个 人 退
货， 给鸿茅药酒
公司造成损失共
计140余万，严重
损害鸿茅药酒的
商品声誉。
4 月 14 日 、
15日， 记者向相
关公司和个人逐
一核查，7名个人
中，3人表示确因
看到文章后，退
掉了已购买的鸿
茅药酒； 而两家
公司中， 吉林省
海山医药有限公
司则表示， 确因
该文章向鸿茅药
酒公司退货，但
目前该公司仍在
销售鸿茅药酒，
业务正常； 另一
家杭州萧山保康
医药有限公司一
位财务人员表
示， 并未向鸿茅
药酒退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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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一医生吐槽鸿茅药酒
被跨省抓捕
退货公司称仍在销售
●三人称因“
毒酒”文退货
2017年12月19日，谭秦东在“美
篇”上发布一篇名为《中国神酒“鸿毛
药酒”， 来自天堂的毒药》（原文如此）
帖子，并将该文分享到微信群。 截至1
月16日， 谭秦东的妻子刘璇屏蔽该账
号，帖子阅读量为2241。 谭秦东的账号
只有5个粉丝。
谭秦东没有料到， 这区区一篇阅
读量仅2000多的帖子， 让自己身陷囹
圄。
凉城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
的 受 案 登 记 表 显 示 ，2017 年 12 月 22
日， 内蒙古鸿茅国药有限公司一员工

受公司委托报案。 该员工称：近期多家
公众号对“鸿茅药酒”恶意抹黑，甚至
宣称鸿茅药酒是“毒药”，大肆散播不
实言论，传播虚假信息，误导广大读者
和患者，致多家经销商退货退款，总金
额达827712元， 造成公司销量急剧下
滑，市场经济损失难以估量，严重损害
公司商业信誉。
据相关询问笔录， 受这篇帖子影
响，在深圳、杭州、长春三地，共两家医
药公司、7名市民要求退货。 这两家公
司为吉林省海山医药有限公司、 杭州
萧山保康医药有限公司， 两公司分别

退 货 14000 瓶 、43200 瓶 ， 涉 及 货 款
827000元、2983392元；7名市民分别
要求退货1瓶到12瓶不等。
内蒙古丰镇兴丰会计师事务所作
出《会计鉴定书》做鉴定结论称，若两
家医药公司履行合同， 鸿茅药酒方能
赢得净利润1425375.04元。
记者向7位退货市民核实，3位表
示，确因看到《鸿茅药酒：是含67味好
药的非遗神酒， 还是“来自天堂的毒
药”？ 》帖子后，退掉了购买的鸿茅药
酒。 另外4人电话或无人接听、或已停
机、或接通后挂断。

深圳市民黄女士告诉记者， 她哥
哥身体不好，此前一直喝鸿茅药酒，在
看到“鸿茅药酒是毒品”一文后，向药
店退掉了已经购买的1瓶鸿茅药酒。 此
外，杭州的高女士证实，因该网帖，向
药店退掉了已经购买的6瓶鸿茅药酒。
杭州的许先生告诉记者， 其父身
体不好， 此前喝过鸿茅药酒，“有效
果”，看到这篇文章后，担心父亲身体
被喝坏，遂向药店退掉了1箱（6瓶）鸿
茅药酒。 许先生同时表示，他是在电视
广告中知晓鸿茅药酒的， 并不知道该
产品是普通酒类还是药品。

●一家公司称未退货
两家公司中，吉林省海山医药有限
公司则表示，确因该文章向鸿茅药酒公
司退货，但目前该公司仍在销售鸿茅药
酒，业务正常；另一家杭州萧山保康医
药有限公司一位财务人员表示，并未向
鸿茅药酒退过货。
根据相关询问笔录，杭州萧山保康
医药有限公司是退货最多的单位，退货
鸿茅药酒43200瓶，涉及2983392元。工
商登记信息显示，杭州萧山保康医药有
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 法定代表人为
傅佳青，注册资本1200万，经营范围为

批发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等。
4月14日，杭州萧山保康医药有限
公司一位财务人员告诉记者， 从未听
说过向鸿茅药酒退货的情况，“一次都
没有”。 她介绍，公司的流程一般是，采
购项目获批后， 财务就打款给发货公
司，“如果要退的话， 肯定有钱退给我
们”，但“从来没听说过有钱退过来”。
这位人士还表示， 目前该公司与
鸿茅药酒依然保持业务往来， 不久前
刚 进 了 100 多 万 的 货 ，“一 下 就 卖 光
了”。 另一家据称因“
鸿茅药酒是毒药”

一文退货的公司， 为吉林省海山医药
有限公司。 该公司官网介绍，其成立于
1996年，是“目前东北三省较大的一家
集医药、 保健品策划营销为一体的综
合性公司”。 该公司自称，“成功并长线
运作‘鸿茅药酒’、‘补肺丸’、‘厚德蜂
胶’、‘曹清华’、‘香丹清’ 等知名医药
品和保健食品，并取得空前的成功。 ”
该公司的网站制作粗糙， 由陈宝
国代言的鸿茅药酒宣传广告， 被置于
首页显著位置，在其药品信息栏，也仅
有鸿茅药酒的商品信息。

4月15日，该公司一位刘姓工作人
员向记者承认， 确因“鸿茅药酒是毒
品”一文影响，公司此前退掉了一批已
经订购的鸿茅药酒，此外不便多说。 但
她提到， 目前公司仍有鸿茅药酒，“仍
在卖着”。
4月15日，凉城县公安局一位张姓
办案民警称， 该案已移交检察院审查
起诉，不便多谈。 鸿茅国药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办公室主任张万绥表示，对
此事尚不清楚，将联系专门人员回复。
截至发稿未获答复。

●律师将做无罪辩护
记者注意到， 在谭秦东网帖发布
前，鸿茅药酒已经在市场上饱受质疑。
有媒体根据近十年的职能部门的
公告文件做出不完全统计， 鸿茅药酒
广告曾被25个省市级食药监部门通报

链 接

去年12月，拥有麻醉医学硕士
学位的医生谭秦东在“美篇”发表
了《中国神酒“鸿毛药酒”，来自天
堂的毒药》，文章从心肌的变化、血
管老化、 动脉粥样硬化等方面，想
说明鸿茅药酒对老年人会造成伤
害。 表述本身是有一定科学依据

违法， 违法次数达2630次， 被10省市
18次采取暂停销售的行政强制措施。
谭秦东的代理律师胡定锋分析，
《刑法》第221条对损害商业信誉、商品
声誉罪规定如下： 捏造并散布虚伪事

的，但是标题却使用了情绪化的“毒
药”一词。 今年1月，内蒙古凉城警方
以“
损害商品声誉罪” 抓捕了谭秦
东。
谭秦东，现年39岁，2010年中南
大学麻醉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获医师资格证书和临床执业证书，

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其他严重情
节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他认为，谭秦东的文章内容，来自

曾在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担
任麻醉医师， 担任过制药公司的医
学事务专员和顾问，2015年起自主
创业开办医药科技公司。
内蒙古鸿茅国药股份有限公司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
县岱海镇，其官网称，鸿茅药酒是我

公开报道或政府部门的行政处罚公告，
不存在“捏造”的前提；至于“重大损失
或其他严重情节”， 需根据证据的真实
性和关联性，再进一步质证。 他表示，将
为谭秦东做无罪辩护。 ■澎湃新闻网

国重要行业历史最老字号之一，始
创于清代乾隆四年(1739年)，以销售
和生产规模计算， 鸿茅药业是目前
国内最大的OTC中成药酒生产企
业， 其核心产品鸿茅药酒终端覆盖
全国省市县乡镇近10万家药店，年
销售额跻身全国药品零售排名前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