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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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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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 注 强 降 雨

聚精会神抓党建

本报万城10月 26日电 （记者蔡
倩 特约记者陈循静 通讯员黄良策 冯
昌德）“本周‘三解’工作清单：规划流溪
村村道建设、协调流溪村电路改造、联星
村三角梅推销问题……”日前，在万宁市
工业和科技信息产业局主任科员卓清办
公桌上摆放的一份工作清单，详细记录
着工信局“三联三问三解”工作计划。

“每个月，局领导都会下村至少3
次。”卓清告诉记者，作为工信局“三联三
问三解”行动领导小组副组长，他每个月
下村次数不少于5次，而这已成为常态。

近年来，万宁市不断创新党建工作，
通过“三联三问三解”党群关系工作机
制、基层政府雇员制度、镇党委书记“双
向”述职、“两个责任”清单等制度，使党
员干部更贴近群众，更好地服务群众。

9月16日，风起雨骤，台风“海鸥”即
将登陆。卓清套上自己的雨衣雨鞋，就直
接下村了。

“李福兴一家7口住在危房，转移到
村办公室；李川家地势低洼，转移到李文
艺家……”赶到万宁市万城镇流溪村，卓
清便有条不紊地与村干部一起组织安排
群众有序转移。接着是联星村，最后是
大芒村，顺利转移完三个村的群众，卓清
只花了1个多小时。

“‘三联三问三解’机制，在台风洪水

这样的应急状态下，最能发挥大作用。”
万宁市委书记丁式江向记者介绍，“三联
三问三解”工作机制要求万宁市各级领
导干部和党员联村、联户、联企，问政、问
计、问需，为群众解忧、解怨、解困；该机
制让万宁市各级党员干部与群众产生了
紧密联系，党员干部对驻点村的情况了
如指掌，紧急状况时无需上级指挥协调
便能各就其位，尽快做出部署帮助群众
脱离困境。

而与此同时，万宁市还有一批常驻
基层的党员干部——政府基层雇员。他
们是万宁市委、市政府当初为彻底解决
中师毕业生历史遗留问题、加强基层组
织力量而专门招聘的。农村政策宣讲
员、化解矛盾协调员、村级事业发展的助

推员、便民服务代办员、基层组织建设的
指导员……现在，这些万宁市政府基层
雇员在广阔农村舞台上，紧密联系群众，
一心一意为群众服务，尽情扮演着“十大
员”的角色。

“功夫要在平时，只有平时关心群
众、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真心实意为群
众办好事，关键时候群众才会支持市委、
市政府的工作。”万宁市长张美文表示，
万宁建立党员干部与群众联系的常态化
机制很有必要。

外出务工一年的万宁市后安镇曲冲
村村民小文今年国庆节期间回了趟家。
走到村口的他以为走错路了：曾经破旧
落后的村庄整洁美丽，村容村貌大变了
样。引起如此巨变的原因，就是去年10

月，万宁市委、市政府为曲冲村打造了一
个基层服务型党组织。

在万宁市，不仅仅是曲冲村上演了
“逆袭”，文通村、流溪村等多个村庄同样
经历着巨大蜕变。“三联三问三解”行动、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整治村干部“庸
懒散贪”百日攻坚行动……越来越多的
村庄和群众享受到了实惠。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从内心深
处、从灵魂深处为老百姓着想，心中装着
老百姓，才能知行合一，坚持从严治党的
信念。”丁式江告诉记者，万宁下一步将
增强落实“两个责任”的可操作性，健全
教育、问责、约束等多层面的机制，让党
员干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把权
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万宁大力推行三联三问三解、政府基层雇员、责任清单等党建新探索

解难题干部下沉 穷村庄一年蜕变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记者陈蔚林）今天上
午，团省委、省禁毒办联合举办的2014年全省禁毒
志愿者培训班暨禁毒志愿服务进基层活动正式启
动。培训班采用电视电话会议的形式，约2000名来
自全省各市县、高校的禁毒志愿者参加培训。

根据安排，各市县团委将在培训班结束后，组织
禁毒志愿者深入重点镇村、社区、街道、车站、码头、
广场等场所，通过设立禁毒志愿服务点，发放禁毒宣
传资料，讲解禁毒知识，宣传禁毒法律法规和政策，
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禁毒志愿者进基层活动。

据悉，2014年，团省委在全省各大媒体和团组织
微博、微信平台发布禁毒志愿者招募公告，并印发《关
于建立禁毒志愿者支队并集中招募禁毒志愿者的通
知》，要求各市县和高校团委都要通过“志愿海南”网
站在各本级志愿者协会下注册成立一支禁毒志愿者
支队。截至目前，全省已成立各级禁毒志愿者队伍51
个，全省禁毒志愿者实名注册人数近2000人。

全省禁毒志愿者
培训班启动
实名注册志愿者已近2000人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记者侯小健）实施污
染减排工程是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记者从省
国土环境资源厅获悉，省财政厅、省国土环境资源厅
近日安排2135万元补助资金用于实施17个污染减
排工程，以推进我省污染减排工作，呵护碧水蓝天。

省国土环境资源厅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处有关
负责人介绍说，今年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将重
点用于扶持有利于减少水、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
量，具有较好环境效益的污染减排工程项目，主要包
括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或治理工
程建设（改造）项目，水泥企业脱硝设施工程建设（改
造）项目，燃煤、燃气电厂及石化企业脱硫脱硝设施
工程建设（改造）项目，造纸、制糖、橡胶等工业源化
学需氧量、氨氮减排工程建设（改造）项目等。

我省采取以奖代补形式，对重点污染减排项目
给予资金扶持，以发挥专项资金的引导及扶持作用，
鼓励企业自主升级改造污染减排设施。

我省投2135万
补助17个污染减排工程
涉及脱硫脱硝改造及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由团省委、省青联主办的
“扶贫帮困 青春接力计划”25日在儋州市东成镇吴
村启动，该计划将为吴村逐步解决最突出的人畜用
水、打造发展特色农业品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问
题。

启动仪式上，省青联经济界别为吴村捐资15万
元扶贫款；海外界别认领了该村种植养殖扶贫项目
并签署扶贫帮困意向书；与会领导分别为省青联普
法、文艺、科技扶贫帮困志愿者服务队授旗，并同村
民代表进行了座谈。

据悉，团省委、省青联对口帮扶吴村后，将针对
该村发展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进行梳理，充分
发挥共青团、省青联的组织动员和资源优势。此外，
省青联各界别将组织以普法、文艺、科技扶贫等内容
为重点的志愿者服务队，深入吴村各自然村定期开展
送法律、送书籍、送电影、送晚会等多种形式的扶贫帮
困志愿服务，还将组织该村的一批80岁以上的老人到
海口、三亚参观游历，充分调动老干部、老党员、老模
范等老年人发挥余热，共同参与文明生态村建设。

“扶贫帮困 青春接力计划”启动

捐资献计帮扶贫困村

本报嘉积10月26日电（记者蔡
倩）今天上午，记者在琼海市龙寿洋国
家农业公园看到，田洋里一片汪洋，积
水最深达1米，附近多个村庄被淹。毗
邻龙寿洋的塔洋镇福寨村、鱼良村、加
贤村、孟里村、群良村等8个村委会的
35个自然村受灾最为严重，2300多名
村民被困。

“多亏政府赶来救援我们，不然真
不知道怎么办！”福寨村两名被困在山上
的养殖户获救后，既惭愧又感激。他们
因放心不下养在山上的几十头猪，昨天
不顾村干部劝阻上山查看，被大水围困
无法下山。塔洋镇政府紧急协调来两艘
冲锋艇，把他们接送到了安全地带。

“塔洋地势低洼，前两天收到暴雨
预警时，我们的干部就都下到驻点村
了。”塔洋镇镇长符策冠对记者介绍，
连日暴雨造成塔洋镇多片田洋被淹，
650余户2300多名村民因受灾而紧急
转移。

记者在现场看到，35个受淹自然
村情况各不相同：福寨村、鱼良村中积
水已经灌入村民家中，最深处可达1
米；孟里村、群良村村民住宅地势较高，
屋内没有进水，但出入主干道被淹，村
民受困无法出村。部分村民撑着简易
竹排运送物资。

扛着电视机、电脑等电器与值钱物
件，福寨村村民在村干部的引导下就近

就高进行了转移；受困村民们也收到了
镇干部涉水发放的够用两天的物资，
水、饼干、方便面、蜡烛等陆续送到他们
手中。“目前受灾受困的2300多名群众
已经得到了妥善安置。”连夜安置受灾
群众后，又忙了大半天的符策冠到中午
才吃上了一顿安心饭。

而在龙寿洋国家农业公园，田野里
的骑行道、冬季瓜菜都已被淹没，立在
草莓基地边近2米高的“大草莓”标识
被淹没一半。一名村民拉着渔网在田
洋里捕鱼，记者注意到水已没过他的腰
部。

记者走访了解到，嘉积镇通往塔洋
镇的灵文加线三发岭桥桥面积水达30

厘米左右，水流湍急，目前已封路；灵文
加线一处铁路涵洞路面积水高达1米，
车辆无法通行，但积水正在消退；万泉
河水位上升，导致从市区通往万泉镇的
一座桥梁被淹无法通行；嘉博路福田村
附近一座正在修建桥梁一侧的便桥已
被水淹没。

记者从琼海“三防办”了解到，此次
强降雨造成琼海10个镇9万人受灾，
受淹村庄共46个，其中塔洋镇35个、嘉
积镇8个、中原镇3个，共转移塔洋镇
与嘉积镇受灾人口3720人。造成直接
经济总损失4981万元，其中农林牧渔
业损失3233万元，工业交通运输损失
415万元，水利设施损失1007万元。

多村庄被淹，群众出行困难

田洋成“海洋”公园变“鱼塘”

本报万城10月26日电（记者苏
庆明 特约记者陈循静 通讯员曾觉）
连日降雨尤其是10月25日至26日
早晨的强降雨给万宁市带来了重大损
失。据政府部门统计，截至26日下
午，此次降雨共给万宁造成的直接经
济损失达1.51亿元。全市共有16所
中小学将于27日停课1天。

万宁此次降雨自23日开始，于25
日达到最大值。据市气象局统计，24
日至26日，全市25个雨量监测点中，
有13个雨量超过200毫米，7个超过
300毫米，2个超过400毫米；降水集
中区域为万城镇及万宁北部地区。

受此影响，这些地区部分社区和
村庄出现水浸情况，全市共有5.3万
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1.51亿元，
其中交通设施损失830万元，水利设
施损失5100万元，农业损失3400万
元，海洋渔业损失5800万元。

针对灾情，今天上午，万宁市召开
水情汇报及部署工作会议，要求有关
部门抓紧落实救助群众、水库巡查、抢
修道路、救护农田等12件事项。市农
业局启动了冬种预备金1000万元，用
于和各乡镇对接做好椒类、苦瓜等种
苗培育工作，并将组织人力对3万多
亩受灾农田进行抢排备耕。

降雨“冲走”
逾1.5亿元

将投1000万恢复农业生产

本报定城10月26日电（记者蔡
倩 特约记者林先锋 通讯员陈红艳）
今天，记者从定安县“三防办”了解到，
受强降雨影响，定安县普降暴雨到大
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从10月23日7
时至26日7时，该县降雨量在162毫
米到438毫米之间，给全县农业生产、
水利设施等造成一定损失。

面对持续强降雨，定安县委、县政
府高度重视，县委书记陈军，县委副书
记、县长符立东立即作出指示，要求各
镇、各有关单位主要领导要确保24小
时值班；水库责任人要全部到岗位加
强巡查；对易涝路段要做好排涝工作，
对积水严重及漫桥路段要进行交通管
制；要做好道路、供水、供电保障工作；
做好低洼地区人员转移工作，做好冬
种瓜菜保苗工作。

截至目前，定安全县76座水库
共10座水库排洪；涝情严重的翰林、
岭口、龙门、龙河等4镇已组织人员
出动机械疏通河沟；农业部门到各镇
指导冬种瓜菜保苗工作；畜牧部门下
到各镇检查指导养殖户做好禽畜安全
转移。

10座水库
紧急排洪

本报椰林10月26日电（记者程
范淦 通讯员唐惠新 李羽玲）连续三
天暴雨袭击，导致陵水黎族自治县冬
种瓜菜受灾面积达到5万多亩，其中，
水稻面积5000亩，圣女果面积2万
亩，估计损失8000万元左右。陵水
县农委及相关部门今天分别深入各
乡镇开展受灾调查统计工作，组织当
地群众投入生产自救，利用抽水机排
水减灾。

记者在椰林镇、光坡镇冬种田洋
看到，由于暴雨袭击导致晚稻无法收
割，部分已经打好架开好花的圣女果
也被水淹。从23日开始的三天暴雨，
使田洋积水水位高，许多作物被淹。

陵水县农委主任王祺霖表示，农
委派出三个工作组来回巡逻各乡镇，
指导农户开展生产自救，一旦天气晴
好，田里的水排干，将马上组织补种。

据悉，陵水今冬明春计划种植瓜
菜面积17万亩，产量36.5万吨。

冬种瓜菜
受灾5万多亩

政府派工作组指导生产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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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6日，琼海市民划着小船经
过一片汪洋的龙寿洋国家农业公园。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 10月26日，在万宁市北坡镇，强降
雨造成当地积水严重，人们在街头艰难前
行。 本报记者 张杰 通讯员 温忠龄 摄

田间行舟

街头积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