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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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罗孝
平）12月4日将迎来我国首个国家宪法
日，南海网新媒体自11月中旬起在阳光
岛社区、南海网官方微博微信三大互动
平台同步发起“我与法的一次约会”大型
征文、“法治民谣创作”大型民谣征集、宪
法宣誓墙等系列活动，通过征文、歌曲等
网友喜闻乐见的形式，一起弘扬法治精
神，争做守法好公民。

作为南海网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精神举办的系列活动之一，11月
12日启动的“我与法的一次约会”征文
活动，至今已吸引数万名网友通过阳光
岛社区、南海网官方微博微信等平台参
与其中。

据了解，南海网新媒体启动的“我
与法的一次约会”大型征文活动已于
11月28日截止，“法治民谣创作”大型
民谣征集活动截止日期为12月31日，
其他活动也正在进行中，网友可通过
南海网官方微博微信、阳光岛社区三
个平台参与，评选出的优秀者将获得
相关奖励。

南海网举办
大型法治征文活动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众所周知，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
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依法
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
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其核心就是全
面实施宪法，在全社会树立宪法权威。
如何理解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的深刻内
涵？如何理解宪法权威？今天，海南日
报记者邀请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童光政进行解读。

记者：如何理解“宪法是国家的根本
大法”？

童光政：我国宪法由序言和四章组
成，138个条文。从宪法内容来看，重点
要解决两大问题，即国体政体问题和公
民的权利义务问题。国体就是国家的性
质，政体就是国家机构，而宪法规定了走
什么道路、坚持什么制度等关乎国体的最
根本的问题，以及国家机构的组织及其职
权等最重要的问题，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另一方面，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

权利和义务，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的基本权利
和义务关乎民生和幸福，涉及每一位公
民的根本利益，宪法予以规定和保护，是
最高效力的保护，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根
本大法，其他法律就是要以宪法为依据，
具体规定和落实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记者：请您谈谈宪法权威与法治中
国的关系。

童光政：依宪治国就是要按照宪法规
定和精神来治国理政，法治建设要体现宪

法的原则和要求。法治首先要有良法，而
良法应当是以宪法为依据的法。十八届
四中全会要求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
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
规范性文件，就体现了依法治国首先要依
宪治国。此外，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是依
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宪法规定任何机
关和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
则，这就是要限制和规范公权力的运行。

记者：如何树立宪法权威？
童光政：第一，要把宪法的宣传和教

育纳入普法的重要内容，强调宪法与国家
文明进步、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大意义，要
强调宪法与公民权利保护的重要意义，树
立宪法与公民根本利益关联意识；第二，
党政机关要带头遵守宪法，以宪法为根
本的活动准则，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
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榜样；第
三，要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加强规
范性文件的违宪审查，追究和纠正一切
违宪行为，并实施好宪法宣誓制度。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党委书记童光政：

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根本
12月4日是我国首个“国家宪法日”，也是第14个“全国法制宣传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

须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为了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宪法、信仰法治的良好舆论氛围，本报自今日起推出《弘扬宪法精神，建
设法治海南》专栏，专访我省法学法律界权威专家学者，结合海南实际，就宪法基本内容以及在实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进行
深入解读。敬请关注。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 曹晋

近日，省纪委印发实施《海南省纪检
监察机关“一案双查”工作暂行办法》（以
下称《办法》），要求在查处党员干部严重
违纪违法案件时，对各级承担党风廉政
建设主体责任的党委（党组）以及承担党
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的纪委（纪检组）实
行“一案双查”。今天，记者就此问题专
访了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

背景：督促“两个责任”的落实

记者：以省纪委名义专门印发“一案
双查”工作办法基于何种考虑？

省纪委：印发《海南省纪检监察机关
“一案双查”工作暂行办法》是为了更好
地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和中共海南省
委《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

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意见》，督促各级党
委（党组）和纪委（纪检组）切实担负起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由于现行规定中缺乏对“一案双
查”程序和内容的专门要求，在适用对
象、适用情形上也没有明确界定，致使
纪检监察机关在调查领导干部违纪违
法案件时，“一案双查”程序启动随意性
大、刚性约束不够，对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的倒逼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
挥。《办法》的制定，就是要通过明确工
作对象、启动情形、工作程序和工作内
容等，提高“一案双查”的制度化、规范
化水平，通过严格实施责任追究，增强
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落实主体责
任和监督责任的自觉性和紧迫性，形成
全省上下一齐动手抓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的强大合力。

内容：突出腐败问题和
“四风”问题两个重点

记者：请详细解读“一案双查”的启

动情形。
省纪委：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

调，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
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我们党进行
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有立
场、有目标、有重点。立场就是坚持有
腐必反、有贪必肃，“老虎”“苍蝇”一起
打，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目标任
务就是保持高压态势，遏制腐败蔓延
势头；持之以恒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坚
决防止“四风”反弹。现阶段的工作重
点就是，惩治腐败要坚决查处十八大后
不收敛不收手，问题反映集中、群众反
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
使用的领导干部；纠正“四风”要重点查
处十八大后、八项规定出台后、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后仍然顶风违纪的行
为，越往后执纪越严。《办法》规定的应
当启动“一案双查”的十种情形，就是围
绕惩治腐败和纠正“四风”两个工作重
点来设置的，其中，前面6种情形和腐

败问题相关，第七、八、九3种情形则和
“四风”问题相关。

记者：是否只要属于“十种情形”就
一定会被追责？

省纪委：“十种情形”相当于给“一案
双查”划了一条强制标准，是底线。但启
动“一案双查”不一定都意味着追究责
任。开展“一案双查”，必须坚持实事求
是、客观公正，权责对等、过罚相当的原
则，既要对失职行为实行严格的责任追
究，又要引导激发各级党组织抓早抓小、
预防在先、勇于担当、忠诚履责的积极
性。总的来说，经过调查核实后，对于不
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责任的领导班子及其
成员，应当追究责任；对于有充分证据表
明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履行了应尽的责
任，案件当事人仍发生违纪违法问题的，
不应当追究责任。

实施：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程序

记者：《办法》还特别对“一案双查”
的实施程序进行了明确？

省纪委：《办法》对“一案双查”工作
程序进行了明确和完善，规定由纪检监
察机关案件监督管理室负责对“一案双
查”线索的管理。纪检监察室、派驻机
构、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在查办案件中
发现应当启动“一案双查”的案件线索，
或者案件审理室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
应当启动“一案双查”而未启动的，应将

“一案双查”的案件线索移送案件监督管
理室。再由案件监督管理室对“一案双
查”案件线索提出拟办意见，报纪委主要
领导审批后及时转交相关室组办理。

此外，为免除下一级纪检监察机关
在具体实施中的“后顾之忧”，《办法》还
规定，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下一级党政
主要负责人违纪违法案件中，发现应当
对同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启动

“一案双查”的，经本级纪委常委会或纪
委主要领导批准后，将建议“一案双查”
的书面意见和有关案件材料呈报给上级
纪检监察机关案件监督管理室。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

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详解反腐新规

实行“一案双查”倒逼“两个责任”落实
一版纵深

■ 本报记者 易建阳

“不要笑，严肃一点！一定要演得真
实！”昨天上午，30集电视连续剧《天涯浴
血》在拍摄女红军战士被俘后的一段场
景，总导演唐国强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什玲影视基地指导演员们拍摄。

电视剧《天涯浴血》是我省首部全
景式展现琼崖革命的历史正剧，讲述琼
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伟大历
程。海南日报记者就《天涯浴血》的创
作、拍摄等情况采访了总导演唐国强、
编剧李福顺以及导演王德功等，他们都
表示，将尽最大努力，把《天涯浴血》打
造成一部精品力作，为纪念海南解放65
周年献上一份厚礼。

缘起：想为海南做点事

2009年，中国名人书画展在海口
举行，著名表演艺术家唐国强等一批

文化艺术人士来海南参加。李福顺在
和唐国强交流时了解到，唐国强和海
南岛有割舍不断的渊源，两个人都觉
得应该为海南做些事情。于是两人一
拍即合，决定由李福顺编剧、唐国强任
导演，在海南拍摄一部历史题材方面
的电视剧。

“这部剧的创作初衷缘于这次书画
展的灵感碰撞。”李福顺如是说。

唐国强说：“导演这部大戏有一定
难度，跨度23年，400多名演员，这么多
的场景，这么多的人物，能不能让大家
有一种久违的感觉，这是我追求的东
西。在创作上尊重历史史实，注重细节
真实，同时，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
原则，从艺术规律和戏剧效果出发，把
历史史实艺术生动地呈现给观众。”

创作：计划3个月拍摄完成

“这部剧不仅具有提醒海南人民不

忘苦难的现实意义，更对当代海南人具
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李福顺说，本剧除
了深刻而全面地展现海南23年光荣革
命历程外，还将海南独特热带海岛的椰
风海韵、热带雨林景观和黎苗民族风
情，透过影视剧镜头展现给全国乃至世
界人民。

“这部剧计划3个月拍摄完成，时
间很紧，任务重，我们分两组同时拍摄，
每天拍摄时间达10多个小时。”王德功
在拍摄现场告诉记者。

“《天涯浴血》是史诗剧，不是商
业剧，所以没有请大牌明星演员来出
演主要人物角色。”王德功说，没有大
牌明星演员，并不代表他们对演员要
求不高。

建议：保留拍摄基地供参观

一部历史剧，要拍出历史的真实，
剧本必须尊重历史事实，拍摄也要尽量

真实。
李福顺说，该剧历史跨度大，人物

众多，为求真实和尊重史实，他在创作
过程中充分听取了各方专家的建议和
意见。为了使剧本的史实更准确，他们
多次召开座谈会，倾听省内史学家、各
部门专家学者及琼崖纵队老战士意见
和建议，汲取各方意见进行认真修改、
补充、完善，4年来八易其稿。

唐国强称，剧组一定会反复打磨
剧本，把纪实性与故事性相结合，打造
群众喜闻乐见的历史正剧。“我将带领
《天涯浴血》主创团队竭尽全力，把这
部戏拍好拍精，争取明年交出一份满
意的答卷。”

唐国强建议，拍摄电视剧结束后，
有关单位应将拍摄基地和红色文化保
留下来，作为红色旅游景观，让游客参
观，了解海南“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
精神。

（本报保城11月30日电）

电视剧《天涯浴血》开拍，主创人员表示：

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历史正剧

◀上接A01版
支持南海研究院、省水产研究所聘请瑞典、美国等
国家和地区的专家来琼从事海洋法、水产养殖技
术等研修和交流，特别是支持其引进外国专家开
展海洋生物增值放流规划、珊瑚岛礁生态保护与
恢复等研究，积极探索海洋生态保护新思路；支持
海南医学院、海口市人民医院等邀请美国肿瘤学
专家来访，探讨肿瘤学最新领域的研究成果，带动
省内研究人员、教学人员和临床应用人员的参
与，形成以课题组为基础的研究——开发——临
床应用一体化研究新模式。

省外侨办主任王胜表示，近年来，外事部门重
点支持省内87家单位引进425名国（境）外专
家。在“引进来”的同时，我省也大力推动“走出
去”增智工程。从2009年开始，我省重点实施“双
百工程”、“开放型现代服务业工程”、“南海法理维
权专门人才培养专项”，先后选送42批535名村官
及旅游管理与营销，城市规划与管理领域的骨干赴
日本、韩国、英国、美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培训学
习，培训了大量基层实用人才，也将培训领域拓宽
至博览、会展、离岸金融、大型赛事组织等领域，为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培养了一批现代服务业相关
从业人员。值得一提的是，南海法理维权专门人才
培养专项则为维护好我国国家主权和合法权益及
推动南海资源开发及环境保护研究储备人才。

在“引进来、走出去”的基础上，省外侨办以国
家和省级引智成果示范推广基地为依托，启动了

“千村引智示范工程”，已在13个市县的268个示
范村（镇、区、农场）实施，打造了“昌江玉兔”、“绿
盒子香蕉”等引智品牌，将引智成果更多惠及基
层、惠及农村和农民。王胜说，下一步，省外侨办
将继续推广国外优质种兔、香蕉标准化生产等引
智成果，全面提升引智成果的受惠面。

◀上接A01版
明知领导班子成员或下一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有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省政府二十条规定精神的
行为，不及时制止甚至参与的；对上级机关交办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省政府二十条规定精神
问题线索，敷衍应付甚至袒护包庇，被上级机关查
实的；其他需要启动“一案双查”程序的情形。

《办法》规定，开展“一案双查”，对党委（党组）
主要调查核实选好用好干部、深化作风建设、加强
党风廉政教育、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制度、领导和
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办案件等五个方面；对纪委
（纪检组）主要调查核实严格执纪监督、铁面无私
办案、强化派驻监督等三个方面。

《办法》还对“一案双查”的实施程序等作了说明。

引智示范成果惠及
13市县268村

弘扬宪法精神 建设法治海南
开
栏
的
话

◀上接A01版
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调整优化产业内部
结构，澄迈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等8大生
态产业，绿色GDP占比超过70%，GDP增速连续
四年全省第一。

据介绍，在省里提出发展第二产业要“两高两
低”，即高科技、高门槛，低能耗、低污染的基础上，
澄迈提出了“一高两低一无”，即高科技、低能耗、
低排放、无污染发展标准，打造了以海南生态软件
园为代表的高新科技产业；澄迈率先提出“用发展
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大力推进“四化四县”，目
前，全县83%的农产品做到有标识可追溯，100%
的农产品在出岛前进行安全检测。

澄迈还把改善人居环境、实施生态家园工程，作
为改善民生的一项举措，为城乡居民营造了良好的生
产生活环境，2012年成为第一个经联合国认证和授
予称号的“世界长寿之乡”。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推
进城镇化的要求，澄迈大力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工程，
积极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就地城镇化进程。

据澄迈生态现代化建设办公室估算，截至
2013年，澄迈43项生态现代化建设中期目标全
面实现。

央媒立体宣传
澄迈生态现代化建设

十种情形将启动
“一案双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