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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就能变聪明、无

副作用、 能增加免疫力……近年来，每

逢全国性各类考试前夕，一种号称“聪

明药”的药品便在网络走俏，一些家长、

学生热衷购买服用。 记者调查发现，所

谓“聪明药”属于国家严格管控的精神

类处方药，不能随意购买。 在相关部门

屡次严打之下， 一些药商转入地下，通

过电商平台、社交媒体隐蔽销售。

长期服用有诸多副作用

成都家长秦女士的儿子备战高

考， 情绪有些焦虑。 秦女士听说一种

“聪明药”可以提高孩子智力，就去网

上买了给孩子服用。 秦女士告诉记者，

刚开始吃药后效果不错， 过了一段时

间，孩子的精力却很难再集中了，昏昏

欲睡，总想吃药。

记者了解到，所谓“聪明药”主要

包括莫达非尼、专注达、利他林、择思

达、阿莫达非尼等，在临床上属于精神

类药物。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药学

部临床药师于磊说， 这类药物主要用

于治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发作性睡

病等，不会提高人的智商、智力。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

治医师李伟介绍，服用此类药物短期内

会有一定精神振奋作用，但长期服用可

能会有心跳过快、食欲下降、失眠、焦虑

等副作用，甚至引起成瘾症状。

社交媒体“人肉代购”

于磊介绍， 这类药物都属于国家

严格管控的精神类药品， 必须由专科

医师开具特定的处方才能购买使用。

但记者调查发现， 一些线上药房销售

十分随意。 记者搜索发现，部分网络售

药平台均有择思达在销售， 平台都注

明“购买时需要提交纸质版或电子版

的医生处方”。 此外，在一些二手电商

平台也很容易买到“聪明药”。

据记者调查，通过 QQ、微信等社

交媒体进行交易的也不在少数。QQ 上

一名卖家透露， 网上卖药的基本分两

类，一类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者，自

己能开到药， 按市场价卖给其他人赚

差价；另一类是代理商，除了从患者手

里拿药， 他们还会找境外的一些药厂

和医院购买。“国外管理没有国内严，

我的药都是找代购‘人肉’背回来的。 ”

对涉事网络平台要追责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显

示，利他林、莫达非尼均属于第一类精

神药品。 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经

营管理办法， 未经批准的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从事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经

营活动。 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刁

雪云说， 药贩子将私自从国外购买的

利他林带回国内销售， 已涉嫌构成贩

卖假药罪。

业内人士认为， 相关部门要有针

对性地加强网络监管， 对涉事平台要

严肃追责。 同时，社交媒体和网络销售

平台也要担负起法律和社会责任，通

过技术手段查获、拦截非法交易。

吃了就能变聪明的“神药”到底是什么药？

网购“聪明药”其实是管控精神类药品

南昆山特长隧道。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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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曾洁赟）

“南粤执行风暴”将再度掀起。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高院召开的新闻通

气会上了解到， 从6月份开始至11月底，

广东法院将集中6个月时间全面开展

“南粤执行风暴2019”专项活动，要求全

省法院加大执行力度，打一场清理执行

积案“歼灭战”。 据悉，今年1-5月份，全

省法院执行收案39万余件， 同比增长

12.85%。

广东省高院副院长胡鹰向媒体通

报了多项“刚性要求”。 全省法院将全面

落实“不动产清场交付”，要求除确有合

法原因不能清场的，对被执行人或第三

人拒不退场的，应强制清场并严肃追究

相关人员违法责任。 统一失信限制高消

费措施适用的标准，全面实行“一案一审

查”， 确保纳入失信和限制高消费实现

“零差错”。 同时，胡鹰特别强调，要全面

落实善意执行理念， 尽最大可能减少对

民营企业当事人生产经营的影响。

据了解，近三年来，广东法院先后开

展了“决胜2018”“南粤执行风暴”等多个

执行专项行动。三年来，共办结各类执行

案件近180万件，居全国第一，执行到位

金额3120亿元，如期实现了“用两到三年

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总体目标。

通气会上， 广东高院执行局局长胡

志超还通报了广东法院十大执行攻坚案

例，案例涉及协同执行、依法处置境外房

产、 联动查控老赖、 腾退清场等多个方

面。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

员 粤交集宣 陆桥轩 ）

记者昨日从

广东省交通集团获悉， 汕 (

头

) 湛

(

江

) 高速惠州至清远段项目

（即惠

清高速 ）

南昆山隧道顺利实现双向

贯通。 该隧道为双向六车道特长隧

道， 左洞长 4222 米， 右洞长 4148

米。 据悉， 惠清高速拟在 2020 年建

成通车， 届时惠州到清远的车程将

从目前的约 3 小时缩短至 1.5 小时。

惠清高速公路起于惠州市龙门

县龙华镇， 终于清远市清新区太和

镇， 全长 125.28 公里， 为广东省高

速公路网规划的“二横” 线———汕

湛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属广

东省重点建设项目， 是交通运输部

绿色公路典型示范工程、 交通运输

部科技示范工程。

南昆山隧道于 2017 年 3 月开始

施工， 是广东省首座穿越国家级生

态敏感区的隧道。 据施工方介绍，

该隧道地处南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和生态严控区， 环境保护难度大；

地质条件复杂， 施工技术难度大，

穿越多条断层破碎带。 为保护生态

环境， 该项目探索创新了隧道洞渣

综合利用技术， 做到“取之于路，

用之于路”， 减少占用耕地约 150 亩。

另外， 为解决洞内施工、 洞渣加工

过程中的废水排放问题， 项目引进

了成套污水处理设备， 做到了施工

现场污水“零排放”。

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川 通讯员 卢

健鹏）

当地时间6月10日，“2019广州文

化周———许鸿飞雕塑世界巡展俄罗斯

站”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开幕。 展览主题

命名为“胖太阳”，以“太阳”譬喻许鸿

飞的经典雕塑形象“肥女”，旨在用丰

满灵动、幽默诙谐的作品语言，邀俄罗

斯民众一起感受中国新时代积极向上

的发展力量。

本次展览由俄罗斯联邦文化部、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列宾美术学

院美术馆主办，广州雕塑院协办，这是

全国政协委员、 广州雕塑院院长许鸿

飞个人雕塑世界巡展的第33站。 本次

展览将持续到6月23日。

今年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画家列

宾175周年诞辰， 亦是圣彼得堡列宾美

术学院院长彼得·法明100周年诞辰。为

纪念列宾和彼得·法明，许鸿飞雕塑展

特意选择在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举

行，以示致敬。

许鸿飞从事雕塑创作30余年，多年

来持续创作“肥女”系列雕塑，因以诙

谐、 幽默的雕塑语言向观众传达艺术

情绪， 富有人情味和烟火气的艺术审

美情趣而为人所知。

许鸿飞雕塑展作为“2019广州文化

周”的主要活动之一。自2013年起，许鸿

飞“肥女”系列雕塑作品相继在法国、

澳大利亚、意大利、英国等14个国家29

个城市成功举办32场展览。

许鸿飞雕塑展在俄罗斯开幕

广东法院集中半年时间清理执行积案

失信人限制高消费“一案一审查”

事主谭某因深圳市联某实业公

司、 张某等未如期向其支付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借款本金1078万元及利

息， 遂向深圳市宝安区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执行法院查明主债务人联

某实业公司已于2016年申请破产重

整， 名下不动产已被多家法院查封。

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某是一名执业

律师， 身负多个执行案件， 利用自

身熟悉法律规则的条件逃避执行，

不仅滥用诉权， 还涉嫌虚构房屋租

赁合同转移财产。

执行法院依法决定对张某实施司

法拘留措施，但一直未发现其行踪，遂

向公安机关请求协助。 后公安机关向

执行法院提供张某将于2018年9月某

日乘火车抵达深圳北站线索。 执行法

院及时组织人力在车站提前布控，后

将张某查获。 查实张某冒用他人身份

证购买车票， 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高

额消费。 经执行法官释法， 张某筹集

资金偿还了1000多万元的债务。

律师当老赖，逃避执行千万债务

案例：

南昆山特长隧道

实现双向贯通

许鸿飞雕塑

作品展日前在俄

罗斯圣彼得堡开

幕。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