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药品监督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云 )食药监稽械罚 (⒛18)4号

当事人: ∶昆明佳利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地 址 :昆明市凯苑小区春城商住广场 1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1O0弘 14886133

法定代表人:  陈斌 J眭
另Ⅱ

违法事实 :

⒛17年 11月 22日 ,我局执法人员在对你公司进行检查时发现你公司在凯
苑小区 15幢二单元旁租用的车库内堆放有动静脉留置针、一次性使用体外循环

管路和一次性使用心电电极等医疗器械。

经查,你公司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上的库房地址为昆明市凯苑小区春城
商住广场 11幢 502号 、503号和昆明市城市理想花园 3幢 3-21a。 ⒛17年 10

月,因业务原因,公司退租了昆明市凯苑小区春城商住广场 11幢 503号 ,位于
昆明市城市理想花园 3幢 321a的仓库也于⒛16年 12月 31日 停租,库房仅有
昆明市凯苑小区春城商住广场 11幢 502号在使用。⒛Og年至今,你公司租用了

凯苑小区 7号庭院 15幢二单元的私人车库存放部分医疗器械。

相关证据 :

现场检查笔录、询问调查笔录、立案审批表、昆明佳利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销售
送货清单、进货清单,(查封)物品清单、工资表、昆明佳利安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租房协议合同、租用车库堆放医疗器械照片及车库租金凭证。

行政处罚依据和种类 :

你公司擅自设立库房的行为,违反了 《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七

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 《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第 (二 )项的

规定,拟给予你公司⒛OO0。 OO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我局于 ⒛18年 1月 19日 向你公司送达了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云 )

食药监稽械罚告 (⒛18)1号】。你公司于⒛18年 1月 23日 向我局提出陈述申
辩意见,公司租赁的仓库用于堆放杂物,并没有作为医疗器械仓库使用。我局经

合议认为,根据 《现场检查笔录》及现场拍摄的照片,车库内存放有多种医疗器

械,你公司擅自设立仓库的行为证据充分,故对你公司提出的陈述申辩意见不予

以采纳。

据此,责令你公司立即停止擅自设立库房的违法行为,我局决定对你公司给

予以下行政处罚 :

处罚款人民币 zO000。 OO元整。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将罚没款缴到指定银行。逾期不缴纳
罚没款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 (一 )项的规定,本
机关可以依法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0/0加 处罚款。

幢 502号

联系电话 : 138886359∞

男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 60日 内向国家局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或者云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 6个月内依法向当
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 ,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本文书一式三联,第一联存档,第二联交当事人,第三联必要时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药品监督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云 )食药监稽械罚 (⒛ 18) 5号

当事人 :云南普朋经贸有限公司

地 址 :昆明市西山区兴苑路凯华书园综合楼 2幢 A单元 1层 101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112Og332252“   联系电话 :13987641470

法定代表人:  刘小蓉 性 别: 女

违法事实 :

我局执法人员于 ⒛17年 11月 2日 ,对你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公司电

脑销售凭证有销售体外诊断试剂产品到云南叙府科技有限公司、昆明仟龙经贸有

限公司、昆明希迈科技有限公司、昆明恒拓贸易有限公司、云南安另经贸有限公

司等公司,同时销售医疗器械产品给购买单位标示为毛竹垡、过团华、曾新平、

路总等不知具体购买方信息的销售对象。经对你公司销售单据所指购买方进行调

查 ,云南叙府科技有限公司、昆明仟龙经贸有限公司、昆明希迈科技有限公司均

未与该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我局发函到昆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查昆明恒拓

贸易有限公司有关情况 ,回 函称
“
无相关登记信息

”,销售给毛竹华、过团华、

曾新平、路总等人,据该公司销售经理王国华述,这些人没有公司,均是以其它

公司的名义在进行医疗器械经营活动 ,收取现金或微信转帐

⒛ 17年 11月 9日 ,我局执法人员再次到位于西山区兴苑路凯华书园综合楼

2幢 A单元 1层 101室现场检查 ,在你公司冷库内发现有 4箱用普通泡沫箱包装

的冷藏医疗器械产品,你公司现场不能提供对该批产品的进货查验记录。

相关证据 :

现场拍摄照片、现场检查笔录、 调查笔录、销售单据、情况说明、商品房

买卖合同及房屋租赁合同、责令改正通知书。

行政处罚依据和种类 :

你公司未建立真实进货查验记录和销售记录的行为,违反了 《医疗器械监督

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依据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八



条第二、三项的规定,我局拟给予你公司警告的行政处罚。

我局于 ⒛18年 3月 8日 向你公司送达了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云 )

食药监稽械罚告 (⒛18)4号 】,你公司在规定的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

据此,我局责令你公司改正未建立真实进货查验记录和销售记录的行为,并

给予你公司以下行政处罚:

警告。 ÷∷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GO日 内向国家局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或者云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 6个月内依法向当

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文书一式三联,第一联存档,第二联交当事人,第三联必要时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药品监督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云 )食药监稽械罚 (⒛18)6号

当事人:昆明锦跃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昆明市昆州路云南医药物流中心 2幛 1201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1274⒓ 8552⒛   联系电话:13睨8743⒛ 1

法定代表人:  朱丽琼 性 别: 女

违法事实 :

⒛17年 10月 17日 ,我局执法人员在对你公司现场检查时,你公司现场提
供了销售给昆明希迈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清单 (订单编号:Ⅻ刁01708fl⒊ OO11

电脑打印件 )。 针对该销售清单,执法人员对昆明希迈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调查 ,

该公司没有从你公司购进过清单上的产品。

相关证据 :

昆明锦跃科技有限公司 《现场检查笔录》及 《询问调查笔录》、昆明希迈科
技有限公司 《现场检查笔录》及情况说明、相关 《函》件、《责令改正通知书》、
昆明锦跃科技有限公司现场照片打印件及提供的相关资料复印件。

行政处罚依据和种类 :

你公司未建立真实销售记录的行为,违反了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三

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依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 ,

我局拟给予你公司警告的行政处罚。

我局于 ⒛18年 3月 8日 向你公司送达了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云 )

食药监稽械罚告 (⒛18)5号 】,你公司在规定的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

据此,我局责令你公司改正未建立真实销售记录的行为,并给予你公司以下
行政处罚 :

警告。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GO日 内向国家局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或者云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 6个月内依法向当
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辍
,第三联必要本文书一式三联 , 第二联交当 民法院强制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药品监督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云 )食药监稽药罚 (⒛18)22号

当事人:云南鸿济药业有限公司
地 址:涉嫌销售劣药

“
盐酸萘甲唑啉滴鼻液

”
案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7380705071   联系电话:∞71咱81龆382

法定代表人:  庞志 性 另刂:  男

违法事实 :

根据国家计划抽验品种不符合标准规定检验结果送达函 (国药抽送 (鄂 )B
(⒛ 17)011号 )及武汉药品医疗器械检验所检验报告(报告编号:⒛ 172696HY),

云南集申医药有限公司销售的标示为广东南国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批号为
160706的盐酸萘甲唑啉滴鼻液,经检验, 【含量测定】项下

“
盐酸萘甲唑啉

”

不符合规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为劣

药。

根据调查,云南集申医药有限公司经营的上述药品均从你公司购进。你公司

于⒛17年 3月 3日 从广东南国药业有限公司购进上述盐酸萘甲唑啉滴鼻液 (批

号:160706、 规格:8ml)共计:15000瓶 ,⒛ 17年 3月 17日 、5月 27日 分 2

次退回供货商 11瓶 ,实际购进 14⒅9瓶 ,购进单价:2.10元 /瓶 ,购进金额共

计:31狎 6.90元 ;上述药品销售 14腿9瓶 ,销售单价:1.95刁。⒛ 元 /瓶,销售
金额合计:30972。 OO元,上述药品无库存。

相关证据 :

国家计划抽验品种不符合标准规定检验结果送达函 (国药抽送 (鄂 )B(2017)
011号 )及武汉药品医疗器械检验所检验报告 (报告编号·⒛172696liY);《 现场

检查笔录》、《调查笔录》及相关资料。

行政处罚依据和种类 :

你公司销售劣药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

第一款的规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我局拟

给予没收违法所得 30972元 ,并处货值金额一倍罚款 30972。 OO元 的行政处罚。

我局于⒛17年 11月 13日 向你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云 )

食药监药罚告 (⒛17)7号 】,并依你公司申请于 ⒛17年 11月 20日 组织了听

证会。你公司在听证会上提交了《陈述申辩书》和《广东省药品检验所检验报告》
(报告编号:⒛ 17A18132),你 公司提出我局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存在以下问题 :

1.生产企业生产的产品合格,用 下游企业检验不合格报告书对该公司进行处罚证

据不充分;2。 你公司的情形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七

十五条的规定,应当适用该条款进行处罚;3。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

于<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违法所得
”
问题的批复》,违法所得应

当是售出价格与购入价格的差价。



我局根据听证情况再次组织合议,形成合议意见:你公司销售劣药的行为违
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鉴于你公司购销渠道合
诂,购进涉案药品过程中收集了供货商的合法资质材料,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
进了劣药,目 前尚未发现社会危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
第七十五条规定的情形

'按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

条规定,给予没收你公司销售的劣药和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
我局责令你公司停止销售劣药的行为,由于你公司销售的劣药无库存,现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的规定,给予你公司以下
行政处罚:∷

1.没收违法所得 ;

2.免除其他行政处罚。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日 内向国家局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或者云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 6个月内依法向当
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文书一式三联,第一联存档,第二联交当事人,第三联必要时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