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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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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号

当事人:  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

地 址: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马金铺马澄公路 2899号

统-社会信用代码:  9153rO∞7097131980

联系电话 ; 13888356773

法定代表人:  李丽坤

违法事实 ;

根据 《国家药品抽验品种不符合标准规定检验结果送达函》(国 药抽送 (赣 )A(2018)

50、 51号 )及江西省药品检验检测研宄院检验报告 (报告书编号:YFˉY20181210、

Ypα2O181211),标 识为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批号为 2018咙 02、 ⒛ 18∞ 03两个批次

的盐酸金霉素眼膏,经检验均是 【检查】项下
“
粒度

”
不符合规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第三款第 (六 )项的规定,上述两个批次药品应按劣药论处。

据此,我局对你公司予以立案调查 .经查,你公司生产过批号为 ⒛18∞02的盐酸金霉素

眼膏,取样 70(支/盒 ),留样 药0(支 /盒 ),成品入库 74570(支 /盒 );批号 ⒛18∞03的 盐

酸金霉素眼营,取样 70(支 /盒 ),留样 25O(支 /盒 ),成品人库 7d狎0(支 /盒 )。 两个批次

的药品全部销售至广东南源药业有限公司,销售单价为 1⒛ 元/支/盒 .你公司在接到不合格

报告书后,立即下达召回通知,两个批次药品分别召回 12222(支 /盒 )、 769(支 /盒 ),实 际

销售金额合计为 17006125元 ,货值金额为 186300O0元 .

相关证据 :

1 《国家药品抽验品种不符合标准规定检验结果送达函》(国 药抽送 (赣 )A(⒛ 18)50、

51号 )及江西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检验报告 (报告编号:YF α⒛ 181210、 Y℃Y20181211);

2 《现场检查笔录》、《询问调查笔录》;

3当事人、原辅+J供货方相关资质 ;

4批生产记录、原辅料及成品检验记录和检验搬告 ;

5销售流向及相关单据 ;

6实施产品召回的相关材料 ;

7 《责令改正通知书》.

性  别:   / 职 务:   /

ˉ1ˉ



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条、款、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

处罚决定 :

己按规定程序向你公司下达 《听证告知书》 (云 )食药监稽药听告 (⒛ 18)13号 ,你公

司在规定时间内未提出听证申请 ,视为你公司放弃听证权利 .已按规定程序向你公司下达 《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云 )食药监稽药罚告 (2018)33号 ,你公司在规定时间未提出陈述申

辩,视为你公司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责令你公司停止生产、销售上述两个

批次的劣药,改正违法行为 ,你公司 涉嫌生产、销售劣药盐酸金霉素眼膏 的行为,违反

了 《中华人民共和因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 的规定。鉴于你公司在收到上述两个

批次的药品检验报告书后 ,积极主动配合调查,主动发出药品的召回通知,并向我局提交药

品不合格原因分析以及未见投诉和不 良反应的情况说明,耒对社会造成不 良影响,符合 《云

南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第十一条规定的从轻处罚情形 ,经 合议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四条 的规定,对你公司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

1没收已召回的劣药盐酸金霉素眼膏,批号为 201802凼 的 12羽 2盒 ,批号为 ⒛ 180zO3

的
ˉG9盒 ,共计 1z991盒

;

2没收违法所得 17006125元 ,并处货值金额-倍罚款 1863O000元 ,

罚没款合计:356361孔 元 (人民币:叁拾伍万陆仟叁佰陆拾壹元贰角伍分整 )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 15日 内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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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的规定,本机夫可以依法每 日按罚

款数额的 觇加处罚款 ,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司 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 6O日 内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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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蜗

本文书一式三联,第一联存档,第=联交当事人,第三联必要时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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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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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号

当事人:  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云南馅大理市 阝关环城西路 118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5329002186714056

联系电话 : 13577241050

法定代表人:  杨君祥 性 别:   / 职 务:   /

违法事实 :

根据 《国家药品抽验品种不符合标准规定检验结果送达函》 (国药抽送 (江苏)A(2018)

o21、 023号 )及汪苏省食 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检验报告 (报 告书编号 :阝⒛18YPO5∞ 、

阝⒛18妒0600),标识为大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批号为 17O/022、 1711O12两个批次的亮

菌甲素注射液,经检验均是 【检查】项下的
“
可见异物

”
项 目不符合规定,我局执法人员向你

公司送达检验报告,你公司对检验结果无异议,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

条第三款第 (六 )项的规定,上述两个批次药品应按劣药论处.据此,我局对你公司予以立案

调查。

经查;1你 公司生产过批号为 1707022的 亮菌甲素注射液 15178盒 (包装规格 :10m1× 2

支/盒 ),留样 50盒 ,成品入库 15128盒 ,已全部销售完毕,销售单价为 1200元/盒 ;你公司

在收到检验报告后 ,下 达召回通知,共 召回 饣615盒 ,实 际销售 了 103665盒 ,销售金额

12娴∞ ∞ 元,货值金额为 181536∞ 元,2你公司生产过批号为 1711012的 亮菌甲素注射液

148⒛ 盒 (包装规格 :10ml× 2支 /盒 ),留样 5O盒 ,成品入库 14789盒 ,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

检验研究院抽样 125盒 ,销售了 960盒 ,销售单价 14O0元 /盒 ;你公司在收到检验报告后,下

达召回通知,共召回 910盒 ,实际销售 5O盒 ,销售金额 7000O元 ,货值金额为 ⒛70骗 ∞ 元 ,

你公司共生产了上述两个批次的亮菌甲素注射液成品人库 ⒛917盒 (包装规格 :10m1× 2

支/盒 );召 回 56715盒 ,尚未销售 137O⒋ 盒,库存 193755盒 ;实际销售了 1O4165盒 (销

售单价为 12∞ 元/盒和 14Ol元 /盒 ),销 售金额共计为 125098O0元 ,货值金额共计 3885出 00

相关证据 :

1《 国家药品抽验品种不符合标准规定检验结果送达函》 (国 药抽送 (江苏 )A(2018)021、

o23号 )及 江 苏 省食 品药 品监 督检验 研 究 院检验 报 告 (报 告 书编 号 :阝 2018YPO569、

JS2018YPO600) ;

2 《现场检查笔录》、 《询问调查笔录》、 《责令改正通知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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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事人、原辅+J供货方相关资质 ;

4原 +J、 辅料检验记录;批生产记录、成品检验记录和相关检验报告 ;

5销售流向及相关票 lll;

6药品实施召回相关资料 ,

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条、款、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

处罚决定 :

己摈规定程序向你公司下达 《听证告知书》 (云 )食药监稽药听告 (2018)14号 ,你公司

在规定时间内未提出听证申请 ,视为你公司放弃听证权利 ,己按规定程序向你公司下达 《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 (云 )食药监稽药罚告 (⒛ 18)扭 号,你公司在规定时间未提出陈述申辩 ,

视为你公司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责令你公司停止生产、销售上述两个批

次的劣药,改正违法行为。你公司 涉嫌生产、销售劣药亮菌甲素注射液 的行为 ,违反了 《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为条第一款 的规定.鉴于你公司在收到上述两个批次药品

检验报告书后,积极主动配合调查,主动发出药品召回通知`向我局提交了药品实施召回的情

况说明及自查整改报告,未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及危害,符合 《云南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裁量

适用规则》第十-条规定的从轻处罚情形.经合议,依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第七十四条 的规定,对你公司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

1没收已召回和尚未销售的的劣药亮菌甲素注射液共计 19贸55盒 (其中批号为 170’ 0⒛

的 47615盒 ;批号为 1711012的 1461衽 盒 );

2没收违法所得 12FDO叨 00元 ,并处货值金额一倍罚款 ∞858200元。

罚没款合计:51∞8000元 (人民币:伍拾壹万叁仟陆佰捌拾元整 )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 15日 内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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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龇加处罚款 .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 ,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 60日 内向国家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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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的,本机关将

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舻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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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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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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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号

当事人 ; 云南优克 f1刂 药公司

地 址: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兔耳关响水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Oll2165500796

联系电话:  13278718∞ 7

法定代表人;  唐秋海      性 别:   /      职 务:   /

违法事实 ;

根据 昆明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报告 (报告编号 :2018uO94),标 识为云南优克制药公司生

产的肠 胃舒胶囊 (批号:1710⒛ `规格:每粒装 0衽g),经检验 【含量测定】项 目不符合规定 ,

我局执法人员向你公司送达检验报告,你公司对检验结果无异议.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管理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上述批次药品为劣药。据此,我局对你公司予以立案调查 。

经查;你公司生产过肠 胃舒胶驻 (批号:1710⒛ ,规格:04g/粒 )16175盒 ,留样 15盒 ,

成品入库 16160盒 ,除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局抽样 ⒛ 盒外,其余均已全部销售完毕 ,

销售单价为 7⒛ 元/盒 ;仂
`公

司在收到检验报告后,下达召回通知 ,共召国 11551盒 ,实际销

售了衽579盒 ,销售金额 龆96880元 ,货值金额为 ll63,00元 。

相关证据 :

l昆明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报告 (报告编号:⒛ 180094);

2 《现场检查笔求》、《询问调查笔录》、《贲令改正通知书》;

3当事人相关资质 ;

4原料检验记录、批生产记录、成品检验记录和 lll关 检验报告 ;

5药品发运记录 ;

6药品实施召回ll入资料 .

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条、款、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I管 理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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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决定 ;

已按规定程序向你公司下达 《听证告知书》 (云 )食药监稽药听告 (⒛18)15号 ,你公司

在规定时间内未提出听证申请,视为你公司放弃听证权利 ,己按规定程序向你公司下达 《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 (云 )食药监稽约罚告 (⒛18)35号 ,你公司在规定时间内提出陈述申辩 ,

要求从轻处罚.我局经过复核认为,你公司在陈述时对违法事实的认定无异议。你公司没有提

交新的、充分的证据证明具有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形 ,你公司提出从轻处罚的申辩理由不成立 ,

不予采纳,维持原告知书拟处罚意见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囵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责令你公司停止生产、销售上述批次的

劣药,改正违法行为.你公司 涉嫌生产、销售劣药肠胃舒胶囊 的行为,违反了~鲑凵乜Κ民

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篼一款 的规定.经合议,依据

法》第七十四条 的规定,对你公司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

1没收已召回的劣药肠 胃舒胶襞 11ss1盒
:

2没收违法所得 329G880元 ,并处货值金额二倍罚款 2327∝ 00元。

罚没款合计:2656?28O元 (人 民币:贰拾陆万伍仟陆佰柒拾贰元捌角整 )。

请在接到本处罚诀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没款 ,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iJ法》第五十一条第 (— )项的规定,本机关可以依法每 日按罚款数

额的 挪加处罚款 .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冂 讧接到本处罚决走书之 日起 60日 内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或者云

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出可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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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屮咭行政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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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酗峪
墅赫 毽
ζ∶∶:;;苷
氵甘

:蒈:)鸢
年 10月 26

本文书一式三联,第一联存裆 .彳二I女交当事人,第三联必娶时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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