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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严厉打击制售有害和假劣食品、药品、
保健食品、化妆品及医疗器械违法行为的公告

主编：黄晶 美编：张昕 专题
一、食品、药品、保健食品、化妆品和医

疗器械生产经营者必须尚德守法、诚信经
营，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履行主
体责任，立即整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确保
产品质量安全。

二、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生产经营食品、
药品、保健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中不得
有以下行为：

（一）用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猪、
牛、羊和鸡、鸭、鹅等畜禽肉作为原料，生产
加工肉类食品；

（二）用甲醛、敌敌畏等有害物质作为
防腐防虫剂，加工虾仁（皮）、干贝类、鱼干
等海干产品；

（三）用甲醛、双氧水、烧碱浸泡凤爪、
猪蹄、牛百叶、鸭肠等食品；

（四）用工业松香、沥青脱除鸭毛和猪
头毛；

（五）采购、销售未经检验检疫的走私
肉类食品；

（六）用“无根水”、尿素培育豆芽；
（七）加工米粉、面条中添加吊白块、硼

砂、水玻璃等有害物质；
（八）在制作馒头、面包等面制品中添

加明矾；
（九）用潲水油、餐厨废弃物或病死畜

禽肉炼制食用油；

（十）在散装劣质油中添加香精冒充优
质食用油；

（十一）用非食用染色剂给食品染色；
（十二）在火锅底料、麻辣烫中添加罂

粟壳；
（十三）在鱼类运输和经营过程中添加

孔雀石绿；
（十四）用工业盐加工盐焗鸡、蛋；
（十五）在加工腐竹、豆腐中添加碱性

嫩黄、工业片碱、硼酸、硼砂；
（十六）在腌制蔬菜中添加工业氯化

镁、硫酸铜；
（十七）在加工凉粉、椰果等食品中添

加工业片碱；
（十八）用工业硫磺熏制各类食品；
（十九）在蜂蜜中添加氯霉素；
（二十）无许可证生产、经营预包装食

品、药品、保健食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

（二十一）未经批准擅自更改配方和工
艺生产药品、保健食品；

（二十二）使用化工原料生产药品；
（二十三）生产、销售国家已明令禁止

生产、销售的药品；
（二十四）用掺杂、掺假及不合格中药

材生产中药饮片、中成药，在中成药中添加
化学药物；

（二十五）假冒其他企业名称或批准文

号生产药品、保健食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
（二十六）销售假冒、劣质和走私进口的

食品、药品、保健食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
（二十七）销售过期或更改有效期（保

质期）、批号的食品、药品、保健食品、化妆
品和医疗器械；

（二十八）在保健食品中添加减肥、缓
解疲劳、降血糖、改善睡眠等化学药物；

（二十九）在化妆品中非法添加化学药

物和禁用物质，超量使用限量物质；
（三十）以专家咨询、专题讲座、义诊等

名义夸大宣传保健食品的功能；
（三十一）医疗机构重复使用一次性使

用的注射器、输液器等医疗器械；
（三十二）经营、使用无合格证明的、失

效的、淘汰的医疗器械。
三、以上行为是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和

公众健康的违法犯罪行为，一旦查实将会
受到行政处罚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面临
被判刑坐牢，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将会被
判处死刑。

四、全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改变
过去“罚款按下限的多、按上限的少，罚款
的多、吊销许可证的少，行政处罚的多、追
究刑事责任的少”的做法，对上述行为“零
容忍”、严惩重罚，该罚款的一律按上限处
罚，该吊销许可证的一律吊销许可证，该追
究刑事责任的一律从速移送司法机关。

五、欢迎和鼓励公众举报食品等安全
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对举报属实的，将
给予最高50万元奖励，并严格为举报人保
密，保证举报人合法权益。投诉举报电话：
12331。

特此公告。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4年9月29日

为了杜绝生产销售有害和假劣食品、药品、保健食品、化妆品及医疗器械违法行为，确保广大人
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维护国际旅游岛的良好形象，我省将持续开展严厉打击制售有害和假劣食
品、药品、保健食品、化妆品及医疗器械违法行为的专项行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上接A01版
这些重要论述，既有对多年来党的治

国理政思想的一脉相承，又有应对新形势、
新挑战、新任务的创新发展，为新时期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指明了前进方向。

“我国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
的阶段，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和
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再像过去那样运用权
力思维、行政思维甚至人治思维来管理国
家和社会已经不行了。”袁曙宏说。

时代呼唤依法治国，群众期盼依法治
国。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直面
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积
极回应群众呼声，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
出全面部署——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
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立法规划，
突出立法重点，坚持立改废并举，提高立法
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提高法律的针对性、
及时性、系统性。”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
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纠正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坚决
整治以权谋私、以权压法、徇私枉法问题，
严禁侵犯群众合法权益。”

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
十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依
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
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
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

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我们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
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是立
法的依据和执法司法的重要指导。”

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
腐败，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提高反腐败法律制度执行力，让法律制度
刚性运行。”

……
专家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既有
理论层面的深邃思考，又有立法、执法、司
法、守法等方面的具体部署，展现出系统推
进、重点突破的态势。

依法治国，中华大地上的
生动实践

“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

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
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
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的战略指引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
设等各个领域，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上，向着制度化、法律化不断推进，法治国
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向纵深发展。
我们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
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的能力不断提高，
良好的法治环境正在形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
革的号角。如何处理深化改革所必需的“破”
与法律规定上“立”之间的关系，成为检验执
政者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一个风向标。

2014年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强
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
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
轨道上推进改革。

海外媒体评价说，法治是一个国家走
向现代文明的标志，也是改革成功与否的
界限，正如习近平所言，凡重大改革都要于
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以
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总体上已
经有法可依。“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求坚
持依法办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
进各项改革举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副主任阚珂说。

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立法机关集
中开展对法律的“立改废”工作，既释放了
依法治国的强烈信号，也为全面深化改革
能够按照“施工图”蹄疾步稳地向前推进提
供了法律保障。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我们党要实
现改革意图，尤其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法来指导立法工作，将党内通过的改
革举措，通过国家制度的形式科学地固定
下来，在程序化的环节中予以落实。”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说。

法治是安邦固本的基石。让权力在法
治的框架内运行，严格依法行政，营造透明
有序、公平正义的市场环境，是执政党必须

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积极稳

妥、循序渐进、成熟先行，抓住主要矛盾和
重点问题，把政府职能转变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政府职能转变到哪一步，法治建设就
要跟进到哪一步。”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论断，表明了
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决心和意志。

从一批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和下放，
到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全面铺开；从一份
份“权力清单”的公布，到行政事业性收费
的减少，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简政放权
不断向纵深推进。

“这背后是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
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理念的强大支撑。”中
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张占斌说。

当前，我国正面临复杂多变的外部环
境，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
题依然突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大量存
在。广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
强，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自身合法权
益的要求日益提高。

近年来，佘祥林、赵作海等冤错案的曝
光，使公正司法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加快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提上了党和政府
的议事日程。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司法制度，归
根到底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评价一
个国家的司法制度，关键看是否符合国情、能
否解决本国实际问题。”陈卫东说，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
表明了中央对司法体制改革的高度重视。

延续半个世纪的劳教制度退出历史舞
台，密集出台防范冤假错案制度规定，建立
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全面推进审判
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
大平台建设，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
程序，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
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责任制、省以下地
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党的十
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司
法体制机制改革举措相继推出，着眼全局谋
划、注重顶层设计、解决现实问题。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指针。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持党总
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
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
意志。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执政
党的自觉担当，更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
败，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加
强党的建设、推进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思
想。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扎紧制度的笼
子，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体现。

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集中清理党内
法规，1978年以来制定的党内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近四成被废止或宣布失效。去年5
月，两部党内的“立法法”《中国共产党党内
法规制定条例》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公布。

党必须和善于通过法律来治国理政，以确
保国家政权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有序化。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任铁缨说，集中清
理之后，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在党
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吸纳这些年党建创新
的成果，党的法规制度将更加具有生命力，将
为管党治党、执政治国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

依法治国，实现中国梦的
康庄大道

“我们必须坚持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
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法治作为
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不断把法治中国建
设推向前进。”

一年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
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策，提出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

今天，党的中央全会将研究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以法治促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已然清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前景呈现眼前。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
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是法治
中国的根本遵循；

——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
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
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
体系，这是法治中国的制度基石；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
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

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是法治中国的
实现路径。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高扬宪法精
神、维护宪法权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
的总章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
路的核心思想、主体内容、基本要求，都在
宪法中得到确认和体现。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
关键是依宪执政。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党领导人民制
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
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
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
权压法、徇私枉法。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
在于实施。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和国家有关监督机关要担负起宪
法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
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健全监督机制和程序，
坚决纠正违宪违法行为。

“宪法权威就是宪法得到全社会普遍
的认同、自觉遵守、有效维护的一种理念、
文化与力量，表现为宪法至上，所有的公权
力、国家活动都要受宪法的约束。”中国人
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说。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运用法治思
维、创新法治方式，积极探索实践、拿出真
招实招——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
法，是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依法治国需要
在每一个具体目标的落实中得到检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
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
革研究中心主任徐汉明认为，建立这样的
体系和标准，可以使国家法治化进程得到

“方向标”的引领和“观察仪”“监测器”的评
价，可以适时防止、预警、纠正破坏法治现
象的发生，使法治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助推器”。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学习借鉴、发
展继承法治理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

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

展而来的。
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中央政治局第

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了“礼法合治，德主
刑辅”这一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精髓要旨。

“这是执政党治国理政认识的重大提
升，为科学汲取古人治国理政智慧提供了
镜鉴。”专家指出，“数千年来，‘礼’与‘德’
伴随中华民族走过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
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也必将在依法治国
的进程中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
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
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

对一个国家而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
相关。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
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

对国家的公民而言，对于法、礼、德等规
则的遵守，就是要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
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法律和道德都是社会行为规范，而最
高境界的守法是恪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
和家庭美德，最低限度的守法是做到法律
的底线不能逾越、道德的红线不能触碰，法
律的义务不能弃、道德的责任不能丢。”李
林指出。

依法治国，贵在树立法治理念，追求法
律至上、公平正义、尊重程序、保障人权的
法治精神；培育法治精神，重在让人们对法
治形成信仰，使法治变成人们的生活方式。

一切难题，只有在改革中才能破解；一
切愿景，只有在实干中才能实现。

建设法治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康庄大道。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召开为新起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必将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开创法治中国更加光明的前景。

（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理新闻
敲诈和假新闻的案件线索举报。我们
郑重承诺：严守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
一查到底，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行
政执法总队）、66810531（省记协），举
报邮箱：hnx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公 告

我省各市县、各部门近日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用工作实效来体现学习成效
琼 海

定 安

屯 昌

保 亭

省 旅 游 委

本报讯（记者蔡倩 通讯员杨宁）10月
15日，琼海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省
委书记罗保铭在全省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
会上的讲话精神。

会议要求，全市各单位各部门的主要
负责同志，要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
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行动
落实到从严治党、改进作风，自觉践行群众
路线上来，有力有序地抓好琼海市教育实
践活动整改落实、建章立制和总结收尾工
作，为打造田园城市、构建幸福琼海提供
坚强的作风保障。

本报讯 （记者蔡倩 特约记者林先
锋）10月11日下午，定安县召开第十二届
县委第70次常委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

本报讯（记者林容宇 通讯员邓积钊）
10月13日，屯昌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和省委书记罗保铭在全省教育实践活动
总结大会上的讲话精神。

会议要求，要继续深化专项整治、强化
正风肃纪，进一步解决“四风”突出问题，形
成作风建设常态化、常抓不懈，打消群众关
于“问题反弹和活动一阵风”的顾虑，以实实
在在成效取信于民。

本报讯（记者易建阳 特约记者黄青
文）10月 17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召
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
会，传达贯彻中央和省委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精神，全面总结
保亭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效和经验，进一
步巩固拓展教育实践活动成果。

据了解，保亭将对“不干事、不担事”等
行为进行整治，严格问责“混日子”、“得过且
过”的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用人导向，重用那
些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
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在全县范围内营造

“想干事、会干事、敢担当”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记者杨春虹）10 月 14日下
午，省旅游委召开党组专题学习会，专
题学习中央和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总结大会精神、全省开展深入
整治庸懒散奢贪“不干事、不担事”突出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蔡锋）10
月14日，省发改委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
学习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以及省委书记罗保铭在我省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的讲话精神。

会议决定，近期将以加快推进省重点
项目、中央投资、地方债券和省财基建项目
为抓手，深入开展整治庸懒散奢贪“不干
事、不担事”突出问题专项监督检查工作。

省 发 改 委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杨来军）10
月17日，省国资委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专题会议。会议强调，要在稳
步推进现有省和国资委重点项目的基础上，
争取再谋划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努力培育
新的经济增长点。

会议指出，要持续落实好中央八项规
定和省委、省政府二十条规定以及省国资
委二十四条规定，全面梳理整改事项，抓好
整改落实。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增强紧迫
感和责任感，确保今年各项工作目标任务
圆满完成。

省 国 资 委

本报讯（记者侯小健 通讯员罗祥武）
10月14日，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厅党组召开
理论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
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以总书记重要

省 国 土 环 境 资 源 厅

开创法治中国新天地

会上的讲话》精神和我省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暨全省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精神。

会议要求，要把党建工作牢牢抓在手
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通过坚持民主集
中制、严明党的纪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等党内政治生活方式来发现和解决自
身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要从严管理党员干
部，持之以恒地抓好作风建设。

问题专项监督检查动员部署会议精神。
会议强调，要落实好党组（党委）责任主

体，进一步明确纪检组监督责任，严肃党内政
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巩固教育实践活
动取得的重要成果，持之以恒地推进党的作
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会议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深刻领会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新认
识，深刻领会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积累
的新经验，深刻领会新形势下的新要求。

讲话精神为指导，把作风建设与中心工作
结合起来，用工作实效来体现学习成效。

会议要求，要明确主要负责人必须履
行第一责任人职责。进一步深化管理制
度改革、简政放权，建立和完善“不想腐”

“不能腐”“不敢腐”的机制。同时，加大对
土地征收与补偿、土地招拍挂、用地审批、
土地工程项目等容易产生腐败问题环节
的监督力度，建立每季通报制度。

本报讯（记者侯小健 特约记者陈涛 通
讯员吴开心）省交通运输厅近日召开厅党组
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讲话精神要成为推
动我省交通运输发展的强大动力。

会议要求，全省交通运输系统要深入
持久抓好作风建设，严格坚持从严治党，严
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性和道德，加强监
督检查。同时，要继续做好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中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

省交通运输 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