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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11 省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人社部：
人工成本上升，
未来上涨应趋于
“保守”

近日，北京市宣布上调 2017 年最低工资标准至每月 2000 元。截至 7 月 17 日，记者梳理，至少有上海、陕西、山东、江苏等 11 个省份，以及深圳
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目前，上海、天津、深圳和北京 4 个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均已经达到 2000 元/月及以上。
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为
2300 元/月
今年 3 月 24 日，陕西省人社
厅发布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
知，一类工资区全日制最低工资
标 准 为 1680 元/月（上 调 200
元），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为 16.8 元/小时（上调 2 元），其他
地区也各有上调。
3 月底，上海市宣布从 4 月 1
日起执行新的最低工资标准，从
每月 2190 元增至 2300 元，同时

将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从 19 元增
至 20 元。
随后，
青海、
甘肃、
山东、
湖南、
贵州、福建、江苏、天津、北京等省
市也陆续宣布上调今年的最低工
资标准。深圳市也在6月1日执行
了今年新的最低工资标准。
调整后，全国 31 个省份及深
圳市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中，上海
市最高。同时，上海、深圳、天津
和北京 4 个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
均已达到 2000 元/月及以上，分

别 为 2300 元/月 、2130 元/月 、
2050 元/月和 2000 元/月。
今年还有 16 省份需上调最低工
资标准
根据国家《最低工资规定》，
最
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
但记者梳理发现，
近年来上调最低
工资标准的省份逐年减少，2014
至2016年全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的省份数分别为 24 个、19 个和 9
个。

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
至少调整一次”的规定，今年全国
各地，执行 2015 年最低工资标准
的 16 个省市（广东、浙江、新疆、
内蒙古、山西、河南、云南、湖北、
江西、安徽、四川、黑龙江、宁夏、
吉林、西藏、广西）都需上调最低
工资标准。但已有省市明确表示
不上调。2016 年，广东省明确，
2016 年、2017 年最低工资标准暂
按 2015 年 5 月发布的标准执行，
并适当降低最低工资标准增幅。

苏州警方破获公安部督办特大假减肥药案

高大上
“进口”
减肥药竟产自国内农家小院
在减肥圈，
“舒立轻”是一款知名度极高的减肥药，全英文的说明书，产地标注为德国。谁能想到，这样一款“高大上”的减
肥药，竟出自偏远村落脏乱的农家小屋里。
近日，在江苏省公安厅食药环总队的全程指导下，苏州市公安局破获一起公安部督办的特大假减肥药案。从购置机器、
原料再到全国销售，这款假药是如何绕开层层监管畅销全国的？
“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追踪。

“进口”热销药实为农家小院生产

在这起案件中，苏州市公
安局最终查获生产、销售假减
肥药的犯罪嫌疑人共11人。
来自河南、在苏州打工的
王某称，她最初是帮人从网上
代购减肥药，后来发现市场需
求大，
从 2016 年 4 月份开始自
己销售各种减肥药。她在淘宝
设立了网店，但主要还是通过
微信私下交易。她还将弟弟、
姐姐两家人带入共同
“致富”
。
目前，警方的证据显示，
刘某制售假减肥药不到 7 个
月，销售额高达 73 万余元，平

均每月 10 万余元。王某本人
9 个月销售额高达 120 万元，
而其整个家族销售额约 200
万元。
“假减肥药的利润堪比贩
毒。
”
苏州市公安局环境与食品
药品警察支队副支队长田伟
说，
以
“舒立轻”
为例，
犯罪嫌疑
人王某从刘某处购买，最初是
68 元／瓶，她一般加价一倍，
以130元／瓶的价格售出。后
来，刘某将价格降至 25 元／
瓶，
王某也适当降价，
但最低也
要75元，
是进价的3倍。

网络支付＋快递轻松绕开监管

制图 武/亚新

在百度上输入“舒立轻”三
字，立刻会跳出 8 万多条搜索结
果。其中既有销售“官网”，也有
消费者交流的
“贴吧”
。
主办此案的苏州市
公安局相城分局太平
派出所民警赵辰曦
说，
“ 号称是德国很
流行的药，但是，我
们托人在德国药店并
没找到这款药。而在国
内是肯定不允许销售的，
因为药品进口名录里没有
这款药。
”
市场上的药从何而
来？2016 年 10 月，阿里
巴巴平台治理部打假特战
队在线监控，注意到这款
减肥产品，检测发现含
有非法添加物西布曲
明。于是，将线索推送
至公安部，最终此案交
由苏州公安承办。
“药品包装之精美与生产环
境脏乱，形成巨大反差。”赵辰曦
说。警方的视频显示，药品生产
的地点，是在徐州市丰县一个偏
远村庄的农家院落。房屋由黄
砖砌成，内部杂乱无章，生活用
品 与 制 药 的 主 、辅 料 堆 放 在 一
起，地上到处是散落的药粉，还
有部分药粉盛放在两个敞口的
小盆中。
犯罪嫌疑人、
“ 生产者”刘某
称，其坐镇石家庄遥控指挥徐州
的钱某生产。
苏州市药品检验检测研究中
心对犯罪嫌疑人生产的
“舒立轻”
进行检测，
发现药品中有盐酸西布
曲明成分，每公斤含量为 2685.7
毫克，按相关法律规定确认为假
药。盐酸西布曲明是中枢神经食
欲抑制剂，
具有抑制食欲作用，
副
作用大，
可能导致高血压、
心率加
快、厌食、肝功能异常。2010 年，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宣布

有犯罪嫌疑人平均每月销售 10 万余元，利润堪比贩毒

国内停止生产、
销售和使用西布曲
明制剂和原料药。
更危险的是，为追求效果和
口碑，犯罪嫌疑人不断随意增加
西布曲明含量。除了“舒立轻”，
他们还生产“健之达”
“ 百秀纤”
两款品牌的减肥药。

此案主要嫌疑人刘某 27
己设计的虚假网站，
好让客户
岁，大学毕业，之前从未接触
在假网站上查证产品信息。
制药。钱某是一名 47 岁的农
为了让胶囊看上去更加
民，初中文化。他们是如何
饱满，刘某又找到“广州纽隆
大量制假、贩假的？
化工”等网友，买了一些医用
据 了 解 ，刘 某 先 是 百 度
辅料。同样，
双方之间也非常
寻找到卖胶囊壳的网友“小 “默契”，
不多问，
只通过电话、
精灵”，然后加微信联系，不
微信、
qq 联系，
不见面、
不签合
需要提供任何资质，不需要
同。购买胶囊灌装机器，
对方
做任何说明，即可购买。接
还来安装、维修，也同样“默
着又百度找到网友“海诚”， 契”
，
并不多问。
将要仿制的药品外包装平面
纵 观 整 个 案 件 ，从 购 买
设计图和产品说明书发给对
原料到出售，基本上都是网
方，同样不需要资质证明和
上来网上去，且一对一私下
说明，
就可让其生产。
交易，把传统的工商、食药监
防伪标识也能从网上轻
等监管环节全都绕开。
松搞定。刘某找到“龙兴奥
苏州市公安局环境与食
美”
，
要求其生产三款药品的防
品药品警察支队支队长顾德胜
伪标识。对方收到模板就答应
说：
“过去的监管模式在网络时
为其生产，
而且还将其中两个 代不管用了，
迫切需要改进。”
防伪标识上的网址主动改为自
据新华社南京7月17日电

人社部：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应
趋于“保守”
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步伐为何
有放慢趋势？人社部原副部长信
长星曾有过明确解释：由于人工
成本上升，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
不像过去那么明显。如果要企业
保持一定的竞争优势，可以适度
放缓工资调整的频率和涨幅，因
此未来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应趋
于
“保守”
。
据《新京报》

“扫黄打非”部门查办
“老虎直播涉黄案”
涉黄女主播达 1000 余人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7 日电
全国
“扫黄打非”
办公室17日通报，
浙江“扫黄打非”部门近期查办了
“老虎直播”平台传播淫秽色情信
息案。经查，
该平台注册会员 108
万余人，
涉黄女主播达1000余人。
据介绍，全国“扫黄打非”工
作小组有关成员单位文化部、公
安部、国家网信办、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等进一步采取措施治理
网络直播乱象，加强对网络直播
平台的规范管理。
各地“扫黄打非”部门除查办
一大批行政案件外，还协同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了 10 余起直播平
台“涉黄”刑事案件，其中，浙江近
期成功破获了“老虎直播”平台传
播淫秽色情信息案。
经查，犯罪嫌疑人方某、戚某
等人在利益驱使下，
从今年 2 月开
始研发直播平台，3 月开始赴境外
正式运营平台，
并招募女主播从事
“色情”
直播。截至 5 月案发，
短短
两个月时间，
该平台累计充值金额
728 万余元，注册会员总数 108 万
余人，
涉黄女主播达 1000 余人。
浙江省绍兴市公安局成立了
专案组，
侦查摸清了
“老虎直播”
的
组织结构、
涉案人员和资金走向等
情况。5 月 3 日，专案组组织警力
分 14 个行动组开展全国收网行
动，
抓获犯罪嫌疑人 15 名，
刑事拘
留 12 人，其中主播工会会长 4 名、
涉黄女主播 4 名（包括通过网络直
播传播淫秽色情信息造成恶劣社
会影响的“黄鳝门”女主播张某
某）、
平台技术人员 3 名、
财务人员
1 名，
扣押违法所得 160 余万元，
查
缴作案工具电脑 7 台、手机 34 部，
查封服务器 11 台。6 月初，
专案组
又组织警力抓获主播工会会长 3
名、
涉黄女主播 7 名。
截至目前，该案共刑事拘留
22 人，主犯方某、戚某等被成功抓
获，已批捕 10 人，上网追逃 3 人，
案件还在进一步深入查办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