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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

周刊

安徽

执业律师总数逾万人

安徽省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透露， 近年来安徽律师队伍规模不

断壮大。 2018 年， 全省律师事务所新增 68

家， 总数达 828 家。 截至 2018 年底， 全省

执业律师新增 2535 人， 达到 12458 人， 同

比增长 25.5%。

据了解， 安徽全省执业律师中， 专职

律师 9485 人、 兼职律师 430 人、 法律援助

律师 184 人、 公职律师 2022 人、 公司律师

337 人。 县域执业律师人数为 3143 人， 占

全省执业律师人数比例为 25.2%。 律师中有

博士 240 人 ， 硕士 2151 人 。 女律师 3210

人， 占律师总数的 25.8%。 执业律师中担任

各级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的 332 人。 律师

党员 5044 人， 占全省律师总数的 40.5%。 6

名律师被授予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 30 名

律师被授予 “维护职工权益优秀律师” 称

号。

另外， 省市两级全部建立律师行业党

委， 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建指导员派驻工

作实现全覆盖。

一周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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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北京青年报》 报道，

因认为云南白药牙膏所称的

“活性成分” 等涉嫌虚假宣传，

湖南长沙律师刘高将云南白药

集团公司起诉到法院， 要求云

南白药公司停止有关 “云南白

药牙膏富含云南白药活性成

分， 帮助减轻牙龈出血” 的虚

假宣传， 在全国性媒体公开澄

清事实致歉。

记者 4 月 25 日获悉， 日

前， 湖南长沙开福区法院已对

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驳回

了刘高律师的诉求。

云南白药牙膏

被曝含“氨甲环酸”

2018 年 10 月， 有网民发

文称， 逛超市时发现云南白药

牙膏盒上的成分表中有血液科

医生常用的止血的处方药氨甲

环酸， 云南白药牙膏止血功效

的成分及安全性随后受到网友

质疑。

后云南白药集团就 “云南

白药牙膏的成分表中含有西药

成分氨甲环酸” 事件发布公告

称， 云南白药牙膏组合使用的

所有成分均符合国家和国际的

相关通用规定， 无违法添加成

分， 更未使用禁用成分， 氨甲

环酸是广泛运用于功效牙膏中

的一种常见成分， 目前国内外

多种功效牙膏都使用了该成

分。

刘高律师称 ， 2018 年 10

月 22 日， 他因为上一支牙膏

用完， 到益丰大药房长沙双拥

路分店购买了云南白药薄荷清

爽型牙膏一支， 价格 26.8 元。

他随后看到云南白药集团发

布的公告， 经过他进一步了解才

得知， 氨甲环酸又名凝血酸， 是

一款具有促凝血功能的血液系统

用药， 系处方药、 化学药品。

根据 《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

类管理办法 （试行 ）》 第二条 ，

处方药必须凭执业医师或执业助

理医师处方才可调配、 购买和使

用。

同时， 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的数据库 “中药提取物备

案公示” 中， 并无所谓的 “云南

白药提取物” 或 “云南白药活性

成分”。

律师认为

涉嫌虚假宣传

后刘高将云南白药集团和售

卖云南白药牙膏给他的门店起诉

到法院， 请求判令云南白药公司

立即停止有关 “云南白药牙膏富

含云南白药活性成分， 帮助减轻

牙龈出血” 的虚假宣传； 在全国

性媒体公开澄清事实并向全国消

费者致歉；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赔偿人民币 3.15 元 ； 益

丰大药房长沙双拥路分店向他退

还人民币 26.8 元。

2019 年 1 月 24 日上午， 该

案在长沙开福区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 在庭审中， 双方围绕是否涉

嫌虚假宣传， 氨甲环酸是不是处

方药， 中外云南白药药膏成分等

问题进行了辩论。

庭审中， 云南白药公司称，

“云南白药活性成分” 与 “云南

白药提取物” 为同一概念， 不是

专业术语 ， 也不是标准原料名

称， 而是通过云南白药提取的物

质， 是宣传术语。

一审宣判

法院驳回起诉

日前记者获悉， 4 月 20 日，

湖南长沙开福区法院已对此案作

出一审判决， 法院驳回了刘高律

师的诉求。

长沙开福区法院认为， 云南

白药公司以 “云南白药的新应

用” 为名取得了发明专利权， 证

实 “云南白药提取物” 或 “云南

白药活性” 成分真实存在， 四川

大学、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等的研

究报告均证实云南白药牙膏中的

云南白药活性成本及使用云南白

药牙膏对抑制急性炎症反应等有

明显的治疗作用， 因此， 云南白

药公司没有作出夸大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宣传。

法院认为 ， 作为处方药的

“氨甲环酸” 与用于牙膏的 “氨

甲环酸” 不能等同， 使用量和使

用目的不同， 《牙膏用料规范》

没有将 “氨甲环酸” 列入禁用范

围。 涉案牙膏产品经云南省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检测为合格

产品。 法院最终一审驳回了刘高

的全部诉求。 （李铁柱）

近年来， 非法传销在一

些地方仍然屡禁不止， 有些

取得合法直销资质的公司，

也涉足传销活动， 而这种传

销的欺骗性往往更大， 很多

不知情者会被企业的直销资

质所蒙蔽， 身陷传销难以自拔。

“直销” 与 “传销” 仅仅一字之差， 却

有着合法与非法的本质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 不仅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已涉嫌犯罪， 传销活动的推广和获利模式，

往往还伴随着诈骗、 偷税漏税、 制售假冒伪

劣商品、 走私贩私、 非法买卖外汇、 非法集

资、 虚假宣传、 侵害消费者权益等各种涉嫌

违法乃至犯罪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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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一字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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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给律师取证“撑腰”

全面推行“律师调查令”
据 《郑州晚报》 报道， 老

赖是否违反限制令 ？ 是否隐

藏、 转移财产及相关证据？ 律

师如何更好取证？

河南省高院近日发布新

规， 在全省民事诉讼和执行工

作中全面推行律师调查令制

度。 今后， 当事人和律师去相

关单位调查时不用再担心吃

“闭门羹”， 收集证据主张合法

权益也将更加容易。

全省推行律师调查令

《民事诉讼法》 第 64 条

规定， 民事案件中当事人对自

己所提的主张要自行收集证

据， 并且在法定条件下， 当事

人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

这为律师参与调查证据提供了

法律依据。

一段时期以来， 郑州、 洛

阳、 新乡、 开封、 安阳等地法

院出台相关规定， 探索实行律

师调查令制度， 取得了一定效

果， 积累了一些经验， 但还存

在各地作法不一致、 效果不够理

想的问题。

一些依法负有协助义务的单

位和个人不愿意向当事人及其律

师提供证据， 既影响了当事人自

身权利的保护， 又不利于法院查

清案件事实。

因此， 河南省高院会同省司

法厅、 省律师协会制定并下发规

定， 在全省民事诉讼和执行中全

面推行律师调查令制度。

微信支付宝信息都能查

新规指出， 调查令可用于调

查人民法院认为适合以调查令调

查的与案件待证事实有关的证

据， 以及有关被执行人的实际履

行能力、利害关系人的财产情况、

被执行人是否违反限制消费令、

是否违反限制出境措施、 是否隐

藏转移财产以及涉嫌拒执犯罪等

相关证据、 信息或财产状况等。

从执行工作的角度， 文件列

举了适用调查令的 11 种情况 ，

凡符合规定条件的， 均可向人民

法院申请律师调查令。 这其中包

括被执行人为自然人身份的基本

身份信息， 包括户籍登记、 身份

证登记、 护照及其他出入境证件

信息、 本人相片、 婚姻登记、 配

偶或其同住亲属 、 社会保障情

况、 征信记录、 被执行人的手机

号码 、 固定电话号码 、 微信 、

QQ、 微博、 支付宝、 网络虚拟

账号信息等。

对于涉及国家秘密、 与案件

不具有关联性或者必要性、 法律

法规明确规定应当由人民法院调

查取证等 4 种情形， 不得适用律

师调查令。

取证少吃“闭门羹”

实行律师调查令制度有利于

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实践中，

经常会出现有些单位或个人对律

师自行调查取证配合不够好。 如

果持有法院签发的律师调查令，

可以有效减少阻力， 保障当事人

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利， 从而维护

其合法权益。

推行律师调查令制度， 增加

了律师在民事诉讼和民事执行程

序中可使用的 “硬手段”， 为律

师调查取证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调查令也不能乱用

律师在调查期间， 有违反下

列情形之一的， 法院可在 6 个月

至 2 年内不再向其签发调查令，

情节严重的 ， 可向司法行政机

关、 律师协会提出予以处罚或惩

戒的司法建议， 并根据妨害民事

诉讼的行为情节轻重予以罚款、

拘留；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主要包括： 未完整、 及时反

馈持调查令收集的证据或者信

息； 不当使用、 泄露持调查令获

得的依法应当保密的证据或者信

息的； 伪造、 变造调查令以及伪

造、 变造、 隐匿、 毁灭持调查令

收集证据的； 利用持调查令收集

的证据或者信息诋毁对方当事人

声誉的； 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情

形。 （鲁燕 乔良 赵栋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