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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对美团在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
平台服务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行为立案调查。

市场监管总局成立专案组，
依法扎实高效推进案件查办，广
泛开展调查取证，获取大量证据
材料并全面深入分析，查明案件
事实；组织专家反复深入开展研
究论证；多次听取美团陈述意见，
保障其合法权利；确保本案事实
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
恰当、手续完备、程序合法。

经查，2018年以来，美团滥
用在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
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实施
差别费率、拖延商家上线等方
式，促使平台内商家与其签订独
家合作协议，并通过收取独家合
作保证金和数据、算法等技术手
段，采取多种惩罚性措施，保障

“二选一”行为实施，排除、限制
了相关市场竞争，妨碍了市场资
源要素自由流动，削弱平台创新
动力和发展活力，损害平台内商
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构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
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禁止“没
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

能与其进行交易”的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
断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九条规
定，综合考虑美团违法行为的性
质、程度和持续时间等因素，2021
年10月8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美团停止
违法行为，全额退还独家合作保
证金12.89亿元，并处以其2020年
中国境内销售额1147.48亿元3%
的罚款，计34.42亿元。同时，向美
团发出《行政指导书》，要求其围
绕完善平台佣金收费机制和算法
规则、维护平台内中小餐饮商家
合法利益、加强外卖骑手合法权
益保护等进行全面整改，并连续
三年向市场监管总局提交自查合
规报告，确保整改到位，实现规范
创新健康持续发展。

美团对此回应称：“我们诚恳
接受，坚决落实，按照《行政处罚
决定书》和《行政指导书》全面深
入自查整改，杜绝‘二选一’。美团
将以此为戒，依法合规经营，自觉
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切实履行社
会责任，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努力为国家经
济高质量发展多做贡献。”

据新华社、澎湃新闻

10月8日下午，海南省三亚市
公安局吉阳分局通报，涉嫌侮辱
抗美援朝志愿军英烈的网民“罗
某平”已被刑事拘留。

记者注意到，“罗某平”为前
媒体人罗昌平。10月8日，据微博
管理员官方微博消息称，平台发
现账号@罗昌平 于10月6日发布
诋毁英烈的错误内容，且造成恶
劣影响。依据法律法规要求和《微
博社区公约》相关规定，平台对该
账号予以关闭处理。

警方通报称，公安机关于7日
接群众举报，网民“罗某平”在新浪
微博发布侮辱抗美援朝志愿军英
烈的违法言论，造成恶劣影响。三亚
市公安局吉阳分局于当天依法传

唤罗某平（男，湖南长沙人，40岁，新
浪微博名“罗某平”）并开展调查。

经审查，罗某平对其通过微
博发表侮辱抗美援朝志愿军英烈
言论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
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已经以涉
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
对罗某平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警方表示，英雄烈士不容亵
渎，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对侮
辱、诽谤或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
烈士名誉、荣誉的行为，公安机关
将依法严厉查处。希望广大网民
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共同营造良
好的网络环境。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微博管理员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国
务委员兼外长王毅7日向全球反
恐论坛第十一次部长级会议发表
书面发言。

王毅表示，在各国共同努力
下，国际反恐合作取得显著成效，
但恐怖势力剿而不灭，恐怖网络
仍在蔓延。世纪疫情延宕给国际
反恐斗争带来复杂影响。国际社
会反恐之路任重道远，国际反恐
合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王毅对未来国际反恐事业提
出五点主张：第一，应发挥联合国中

心作用；第二，应坚持标本兼治原
则；第三，应摒弃任何“双重标准”；
第四，应遏制新威胁新挑战；第五，
应加强发展中国家反恐能力建设。

王毅表示，恐怖主义是人类公
敌。我们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高
度，团结协作，共同应对。中方一直
是国际反恐阵营的重要参与者和
贡献者，愿同各国继续开展卓有成
效的反恐和去极端化交流合作，通
过自身努力为国际反恐进程提供

“中国方案”，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
安全的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美国太平洋舰队当地时间7日发
布声明称，美国海军海狼级快速攻击
潜艇“康涅狄格”号2日在印度洋-太
平洋地区国际水域作业时发生撞击，
潜艇目前处于安全状态。有报道称，
事故造成多人受伤。

美方：
不清楚潜艇撞击了何物

声明说，“康涅狄格”号在上述水
域作业时在水下撞到了一个物体，目
前还不清楚这艘潜艇撞击了何物。事
故没有造成“危及人员生命的伤害”，
潜艇目前处于安全稳定状态，其核推
进动力装置和反应堆舱没有受到影
响且维持全面运转。目前正在评估潜
艇其余部分的损坏程度。

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网站援
引一名国防部官员的话报道说，有11
名水手在事故中受轻伤。另一名官员
表示，事故发生后，该潜艇浮出水面，
一直保持水上航行状态，目前正驶往
关岛，预计8日入港。

报道说，“康涅狄格”号是美军现
役三艘海狼级潜艇中的一艘，在1997
年下水，1998年开始服役，属于美海
军现有战斗力最强和灵敏度最高的

攻击潜艇之一。
报道说，当前公开的类似事故可

追溯至2005年。当时，美国海军“旧金
山”号潜艇全速航行时与关岛附近一
座水下山峰相撞，造成一名水手死亡。

中方：
对此次事故严重关切

10月8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
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称，10
月2日，美国有一艘核潜艇在南海撞上
不明物体，有媒体称，此次事故发生在

中国南海，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论？
“中方对此次事故表示严重关

切。”赵立坚表示，美方作为当事方
应详细澄清事故有关情况，包括事
故发生具体地点，美方航行意图、事
故详情，到底碰撞了什么、是否造成
核泄漏，是否破坏了当地海洋环境
等等。

赵立坚还说，长期以来，美方打
着航行自由的旗号在南海兴风作浪，
这是此次事故的根源，对地区和平稳
定构成严重威胁和重大风险。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记者 熊
丰 彭韵佳）公安部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今年4月9日，公安部会同国家医保
局、国家卫健委等部门联合部署开展依
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行动，截至9月
底，共打掉犯罪团伙251个，抓获犯罪嫌
疑人3819名，追缴医保基金2.3亿元。

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副司长、
二级巡视员段政明说，今年1至8月
份，全国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51.66万
家，查处21.25万家，其中行政处罚
3297家，暂停协议9777家，取消协议
2398家，追回医保基金88.12亿元。

公安部刑侦局二级巡视员王永
明表示，全国公安机关将持续加大
打击诈骗医保基金力度，确保专项
行动取得更大成效，坚决维护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呼吁广大人民群众
积极提供诈骗医保基金犯罪
线索，支持配合公安机关依
法打击诈骗医保基金犯
罪工作，为守卫国家
医保基金安全贡
献力量。

王毅就未来国际反恐事业
提出五点主张

发布诋毁英烈的错误内容

大V罗昌平被刑拘
微博账号被关闭

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
美团被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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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镇江
市，有一对50多岁
的夫妻，妻子江某未
患有疾病，丈夫许某
患有高血压、糖尿
病，但并不严重，然
而两人几乎每天都
要去市内各大医院、
社区卫生中心开药，
经常一天要跑好几
家医药机构买药。在
2020年，江某开了
120余种药，价值超
过15万元；许某也
开了 100 多种药，
价值超过23万元。

夫妻二人为什
么要开这么多种药？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
是，这些药中有很多
是根本不能同时服
用的。医疗专家表
示，两人若在一年内
将这些药全部吃完，
不知要丧命多少回。

随着警方深入
调查发现，异常开药
的背后，竟是一个庞
大的医保诈骗的产
业链。近期，江苏省
镇江市公安局打掉
涉及 11 个省份的
20多个医保诈骗团
伙，揭开医保诈骗黑
产冰山一角。

追缴医保基金

揭秘医保诈骗黑产链条
“救命钱”何以成了“唐僧肉”

2020年7月，镇江市医保局向公安机
关反映，发现个别参保人员存在异常开
药情况。经初步排查，就发现镇江300余
人次门诊开药存在无病虚开、有病多开
的情况。镇江市公安局着手深挖，历经1
年多时间，揪出20多个相互关联的医保
诈骗团伙。

最早进入警方视线的，就是许某、江
某夫妻二人。2020年，两人在镇江各级医
院开药数百种，涉嫌诈骗医保基金30余
万元。

通过排查夫妻二人，镇江警方找到了
组织开药、收药的药贩李某，继而又从李
某揪出下游倒卖药品的中间商、销赃的药
店。李某的公公、丈夫此前因组织开药、收
药被抓获刑，可她依然接过公公、丈夫织
起的网络，继续从事这一违法犯罪勾当。

之后，镇江警方又从这条线索出发，
抽丝剥茧深挖打掉20余个医保诈骗团
伙。镇江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政委顾剑介
绍，截至今年8月底，镇江警方已抓获犯
罪嫌疑人180名，收缴涉案药品约3万盒，
扣押冻结涉案财物、资金总价值达2000
余万元。

另外，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镇江警
方初步研判，至少有分散于国内11个省份
的100多名中间商、100多家药店参与倒
卖、销赃医保药品，各地开药人员规模更
为庞大。

医保诈骗获利惊人。镇江市公安局润
州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傅明成介绍，江苏
盐城一名中间商，自2014年开始倒药，7年
来不仅养活了一家人，还全款买了7套房
产，其中南京3套。在被抓获的那一天，这名
中间商倒卖药品的净收益就高达1万元。

怪异事怪异事
▼

夫妻一年开药数百种
牵出20多个诈骗团伙

镇江警方办理的这起典型案
件显示，医保诈骗存在开药人、药
贩、中间商、药店四个环节，一个
开药人可能对应多个药贩，一个
药贩又对应多个中间商，一个中
间商对应多个药店，总体呈现网
状结构，每一个环节都是这张巨
大“利益网”的一个节点。

这些开药人在医院买了药，
并不是自己用，而是加价卖给药
贩。药贩将开药人开的药收集起
来，再加价卖给掌握药店资源的
中间商。中间商将药分拣、包装
后，再加价销售给药店。药店则通
过其销售渠道，将这些药卖给普
通消费者，只是这些药品进货、销
售一般不入账，而是“体外运行”。

医保诈骗各环节利益分成基
本固定。顾剑介绍，开药人自付
5%到10%的药费到医院开药后，
一般加价30%卖给药贩，药贩再
加价10%卖给中间商，中间商再
加价10%到15%卖给药店。药店购
进这些药物的价格一般不超过医
院售价的65%，然后再按市场价
或略低的价格售出。

镇江警方还介绍，开药人员
数量众多，部分人员也确实身患
疾病。组织开药的药贩很多是曾
经从事过药材经营的人员，他们
中不少人都是亲戚、老乡。中间商
中不少人曾是药企销售人员，因
此得以掌握大量药店资源。销赃
药店则散于全国，以监管相对松
懈的农村地区药店居多。

利益网利益网
▼

从开药到销赃
医保诈骗形成网链

“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救命
钱，关系每一名参保人员的切身
利益。”镇江市副市长、公安局局
长王文生说，“镇江公安联手医保
局等部门开展医保反诈‘亮剑’行
动，就是要将这些肆意‘啃食’医
保基金的‘硕鼠’一一揪出来。”

去年12月以来，镇江警方已
就此案进行了三次收网行动，目
前还在继续追查中。顾剑介绍，在
公安部指导下，对已掌握的线索，
镇江警方还在深挖，力争继续打
深、打透、打彻底。

对于医保诈骗，公安机关依
法严惩犯罪行为，相关部门也在
进一步加大力度，严密监管防线。
目前，镇江当地已就建立打击欺
诈骗取医保基金联动工作机制出
台实施意见，法院、检察院、公安
机关将与医保、市场监管等部门
开展更紧密的协作。

诈骗医保基金黑产环节多、
链条长，从这起案件看，遏制医
保诈骗，一方面，相关职能部门
和医院要进一步加强监管，遏制
无病虚开、有病多开等异常开药
现象；另一方面，药店销赃作为
关键一环，必须严格药店药品销
售溯源机制，全力堵住漏洞。只
有管住两头，不符合规定的药品
从医院“开不出”、在药店“卖不
掉”，保障人民群众病有所医的

“救命钱”才不会成为不法分子
觊觎的“唐僧肉”。

（新华社记者 熊丰 朱国亮）

咋监管咋监管
▼

遏制异常开药现象
严格药店药品销售溯源机制

撞上不明物体 造成多人受伤

美核潜艇 南海“碰壁”

亿
元

重拳打击欺诈骗保

作为美海军现有战斗力最强和灵
敏度最高的攻击潜艇，“康涅狄格”号
为什么会在潜航时撞上所谓的“不明
物体”？军事专家尹卓认为，由于要搜
索其他潜艇，“康涅狄格”号的主要优
势是静音效果好，在航行途中一般不
开主动声呐，而用被动声呐，主要听测
其他核潜艇噪声、其他船舶噪声、大型
鱼类噪声，靠这些导航来规避障碍物。
所以，如果障碍物没有发出声波，就很
有可能撞上。

而这艘核潜艇可能会撞上什么？
1、水下岛礁。若水下声图不完整就很
有可能撞到，如果撞击力量不大，也可
能是擦过岛礁。2、水下沉船。3、美军在
南海遗留的水听器。由于水听器是消
耗性的，使用之后就被废弃，按理说应
该沉掉，但也有没沉掉的可能。4、其他
潜艇。由于核潜艇和常规潜艇都用被
动方式航行，常规潜艇的噪音远远低
于核潜艇，所以不能排除撞上其他潜
艇的可能性。5、大型鲸类。如果鲸在水
下潜游不发声，也有可能撞上。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外交部网站

/专家分析/

美核潜艇撞上了什么？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8日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
做好今冬明春电力和煤炭等供
应，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经济平
稳运行。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国际市
场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国内电力、
煤炭供需持续偏紧，多种因素导
致近期一些地方出现拉闸限电，
给正常经济运行和居民生活带来
影响。有关方面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部署，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能
源供应保障。针对今冬明春电力、
煤炭供求压力依然较大的情况，
会议强调，保障能源安全、保障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是“六保”的重要
内容，要发挥好煤电油气运保障
机制作用，有效运用市场化手段
和改革措施，保证电力和煤炭等
供应。一要坚持民生优先，保障好
群众生活和冬季取暖用能，确保
发电供热用煤特别是东北地区冬
季用煤用电。加强民生用气供应，
适时组织“南气北上”增加北方地
区取暖用气。二要在保障安全生
产的前提下，推动具备增产潜力
的煤矿尽快释放产能，加快已核
准且基本建成的露天煤矿投产达
产，促进停产整改的煤矿依法依
规整改、尽早恢复生产。交通运输
部门要优先保障煤炭运输，确保
生产的煤炭及时运到需要的地
方。三要支持煤电企业增加电力
供应。针对煤电企业困难，实施阶
段性税收缓缴政策，引导鼓励金

融机构保障煤电企业购煤等合理
融资需求。四要改革完善煤电价
格市场化形成机制。有序推动燃
煤发电电量全部进入电力市场，
在保持居民、农业、公益性事业用
电价格稳定的前提下，将市场交
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由分别不超
过10%、15%，调整为原则上均不
超过20%，并做好分类调节，对高
耗能行业可由市场交易形成价
格，不受上浮20%的限制。鼓励地
方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用电
实行阶段性优惠政策。五要加快
推进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大型风
电、光伏基地建设，加快应急备用
和调峰电源建设。积极推进煤炭、
天然气、原油储备及储能能力建
设。六要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
目发展。完善地方能耗双控机制，
推动新增可再生能源消费在一定
时间内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推
动重点领域实施节能降碳改造，
在主要耗煤行业大力推进煤炭节
约利用。会议要求，要压实各方能
源保供和安全生产责任。坚持实
事求是，加强统筹兼顾。各地要严
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做好有序
用电管理，纠正有的地方“一刀
切”停产限产或“运动式”减碳，反
对不作为、乱作为。主要产煤省和
重点煤企要按要求落实增产增供
任务。中央发电企业要保障所属
火电机组应发尽发。电网企业要
强化电力运行调度和安全管理。
对不落实能源保供责任的要严肃
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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