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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告(2015年第7号)

关于整治我省食品标签标识不规范问题的公告

海南省食品生产企业存在的标签问题清单
序号

1

2

3

4

5

问题种类
以欺骗或者误导的方式描
述或者介绍食品的字样。
食品标签含有虚假、夸大
内容的字样。

明示或者暗示具有预防、
治疗疾病作用的字样。

非保健食品明示或者暗示
具有保健作用的字样。
产品标签上未标注营养成
分表。

实 例
标注“特供”“专供”“全天然”“最优”“最佳”“最健康”“极品”

“冠绝海南”“海南一绝”等欺骗或者误导消费者的字样。

标注“茶中骄子”“国饮茗香”等虚假、夸大内容的字样。

标注“治疗高血压”“降血糖”“降血脂”、“抑制肿瘤”“强心”“保
肝”“清热解毒”“清热袪湿”等明示或暗示具有预防、治疗疾病
作用的字样。
标注“增强免疫力”“抗疲劳”“延缓衰老”“安神”“改善睡眠”等
明示或者暗示具有保健作用的字样。
有的“咖啡糕”“甜心糖”“木瓜糕”“椰子糕”“牛奶椰子糕”等产
品标签上未标注营养成分表。

序号

6

7

8

9

10

11

12

13

问题种类

产品标签营养成分表标注不
规范。

产品标签上未标注贮存条件。

生产日期标注不规范。

无QS标志。

未标注生产商地址。

配料表标注不规范。

没有标注产地。

净含量标注不规范。

实 例

有的“榴莲糕”产品上营养成分表中蛋白质的含量未标注到小
数点后一位。

有的“初榨椰子油”产品标签上未标注贮存条件。

有的“芝麻脆饼”“香妃酥”产品的生产日期印制影响消费者对
标签其他标注内容的识别。

有的“保鲜金椰果”产品上未标注QS标志。

有的“保鲜金椰果”未标注生产商地址。

有的“广式鸡仔饼”配料表未按要求按照递减顺序排列标注。

有的“椰子糕”“榴莲糕”产品上没有标注产地。

有的“牛肉干”产品净含量标注不规范。

去年以来，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开展了打击用沥青、工业松香等化
工原料拔除畜禽毛违法犯罪行为的专
项行动，查处了一批非法加工点。其
中，在海口市某小区2名用工业松香拔
猪头毛的当事人已被依法判刑。工业
松香含有铅等重金属和有毒化合物，会
损害肝脏和肾脏，甚至致癌。沥青含有
大量的苯并芘、苯并蒽等致癌物质，用
沥青、工业松香拔除畜禽毛，会使有毒
有害物质迁移到畜禽肉中。经过一段
时间的打击行动，目前使用食用蜡、食
用松香甘油酯等合法原料拔除畜禽毛
已逐步成为屠宰行业共识。为了继续
保持打击用沥青、工业松香拔除畜禽毛
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压态势，维护公众健
康，特公告如下：

一、海南省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将继续在全省各大农贸市场、加工
作坊开展巡回检查，一旦发现用沥青、
工业松香拔除畜禽毛的线索，即将追踪
溯源，依法严惩加工者。

二、全省各畜禽加工者，应使用食
用松香甘油酯、食用蜡等合法加工原料

拔除畜禽毛，禁止使用沥青、工业松香
拔除畜禽毛。对违反规定者，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将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

三、全省各经营光鸭、猪头肉、猪耳
朵的商户和餐饮企业，自公告之日起，
禁止购进、销售用沥青、工业松香拔除
畜禽毛的禽类、肉类食品，对违反规定
者，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依据《食品安
全法》第八十五条规定，没收违法所得、
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经
营的工具、设备、原料，对货值金额不足
一万元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
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吊销许可证，并公开曝光。

四、欢迎公众积极参与监督，一旦
发现用沥青、工业松香拔除鸭毛、猪头
毛等畜禽类食品的商户，立即拨打
12331举报，一经查实，最高可获50万
元奖励。

特此公告。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5年8月24日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公告(2015年第8号)

关于禁止用沥青、工业松香
拔除畜禽毛的公告

我省食品生产企业食品标签不规范的问
题存在较长时间并且比较普遍，经常被消费者
投诉。为了规范我省食品生产企业的产品标
签标识，消除此类违法违规行为，海南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今年随机抽查了我省154 家
食品生产企业生产的840个品种，其中：标签
标识有问题的企业占58.4%，标签标识有问题
的品种占29.5%。日前，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在研究了《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
有关部委规定的基础上，制定了《预包装食品
标签工作简明实用手册》，内容包括预包装食
品必须标注的内容、禁止标注的内容、不同种
类预包装食品必须和禁止标注的以及如何标

注等，并于2015年7月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开
展食品标签标识专项整治工作。为了保持对
食品标签标识不规范违法行为的打击态势，彻
底消除我省食品生产企业标签标识乱象，维护
公众健康，特公告如下：

一、海南省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进一
步加大对食品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并在
市场上随机抽样检查是否还有违法违规行为。

对于在8月1日以后抽查中发现标签不规
范的，除立即责令企业进行召回以外，将按照
《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的上限进行处罚。对于
利用虚假标注食品标签故意制假售假等严重
违法行为，按《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的

上限进行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
究刑事责任。

二、全省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要严格按照
《预包装食品标签工作简明实用手册》中要求
的必须标注的内容、禁止标注的内容主动开展
自查，纠正食品标签标识不规范问题，保证食
品标签标识内容真实、规范，易于消费者辨认
和识读。食品标签、说明书中不得含有虚假、
夸大的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不
得有明示或者暗示具有预防、治疗疾病作用的
字样；非保健食品不得有明示或者暗示具有保
健作用的字样；不得以欺骗或者误导的方式描
述或者介绍食品。

各食品生产企业在自查自纠过程中，对发
现的问题应当立即进行整改，停止使用有问题
的包装和使用说明书，并向辖区市县（区）食品
药品监管局提交自查报告。

三、请广大消费者在购买食品时，注意识
别食品标签标识,防止购买到虚假标注的食
品。

四、欢迎公众积极参与监督，一旦发现食
品标签标识不规范，请立即拨打12331举报，
一经查实，最高可获50万元奖励。

特此公告。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5年8月24日

本报讯 9月7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
超峰在海南迎宾馆会见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访
琼代表团一行。 （鲍讯）

毛超峰会见
澳大利亚客人

本报海口9月7日讯（记者王玉洁）今天上
午，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暨海南省老年
书画研究会成立25周年书画展开幕式在省老干
部活动中心举行。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秀领，省级老干部陈玉
益、王学萍、王琼瑛、周松出席开幕式，并分别向我
省郑浩、张运福、杨俊致、郑心凯、周玉梅等5位抗
战老战士、老同志赠送以“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
题的省老年书画研究会书法作品。赠送仪式结束
后，与会的百余名离退休干部、老年书画家、书画
爱好者等还参加了笔会。

这次书画展共展出以纪念抗战胜利为主题的
书画作品255幅，展出时间为9月7日至9日。举
办这次书画展旨在以书画形式纪念抗战胜利，弘
扬抗战精神。展出的书画作品都是老年书画爱好
者最新的创作成果，作品取材广泛，风格各异，热
情讴歌了华夏儿女前仆后继、不惜流血牺牲、奋力
抵抗日寇、追求抗战胜利的崇高精神。

据了解，今年是海南省老年书画研究会成立
25周年，一大批老年书画家、书画爱好者汇聚海
口，学习、研究、创作书画，以书画塑造夕阳之美、
讴歌抗战胜利。

省老年书画研究会
书画展海口开展

本报海口9月7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孙有余）今天下午，在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民盟
海南省委会在海口召开民办教育研讨暨教师节
座谈会。

本次会议主题为“推动民办教育科学发展，为
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培养多方位人才”，6名与会盟
员代表围绕主题，分别从民办高职教育教师职业规
划，海南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问题、趋势与策略，民
办幼儿园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作了发言。

会议指出，当前我省民办教育蓬勃发展，取得
了明显成绩，但在发展过程中，民办教育也面临办
学经费短缺、教师队伍不稳定、专业特色不明显等
客观问题。会议建议对海南民办教育实行分类管
理，大力资助非营利性民办教育，要稳抓教学质
量，积极建设师资队伍，同时民办学校也要树立服
务意识，利用地域优势，发挥办学灵活机制，开设
航海、游艇、海钓、海洋等相关专业，办出具有海南
特色的民办教育。

民盟海南省委民办教育研讨会建议

办出有海南特色的
民办教育

本报保亭9月7日电（记者易建阳 通讯员
许环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近日印发《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党委（党组）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
任和纪委（纪检组）履行监督责任清单》，分7个方
面划定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任务，57条具体的硬任
务推动“两个责任”的落实。

据了解，“两个责任”清单主要为了改变全县
各单位党委（党组）履行主体责任不力，没有将属
于自己的责任承揽起来，纪委（纪检组）监督工作
责任不明晰，经常出现越俎代庖，管过头管不好的
现状，从7个方面划定57项明确的硬任务，用具体
措施来促进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落实。

“两个责任”清单进一步厘清党委（党组）和纪
委（纪检组）的责任界限，明确各单位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任务，让落实“两个责任”做到有据可依有
章可循，推进各单位对“两个责任”落实，促进全县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分7个方面明确57条硬任务

保亭推出
“两个责任”清单

本报老城9月 7日电 （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陈元）今天上午，海南股权交
易中心企业集体挂牌暨银行授信签约
仪式在海南生态软件园举办。海南森
谷咖啡有限公司、海口汇美洁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湖南天惠油茶开发有限公
司、儋州绿福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海
南村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5家优秀企
业参加了集体挂牌暨银行授信签约仪
式，5家企业现场获得了澄迈长江村镇

银行1500万元的授信。
开业至今，在短短8个多月的时间内，

股交中心挂牌企业数量达160家，其中24
家为交易板挂牌企业，136家为展示板挂
牌企业，涉及TMT、农业、旅游、医药、金融
等多个行业。已办理股权登记托管业务的
交易板挂牌企业有 16 家，托管股本
3.0464亿股。在股交中心的帮助下，企
业通过传统银行渠道融资3500万元，通
过创新金融产品的发行融资1.9亿元。

5家企业海南股交中心集体挂牌
共获银行授信1500万元

本报福州9月7日电（特派记者彭青
林）福建、海南两省部门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今天上午在福州市举行，双方将在旅游、教
育、海洋渔业、农业等领域开展一批合作项
目，具体落实和丰富两省政府6日在榕签
署的深化合作协议的内容，在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建设中推进双方深度合作。
此次海南省党政代表团在福建考察

期间，两省政府签署了《关于深化合作的
协议》。今天，两省旅游、教育、海洋渔业
部门及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与海南省农垦
集团分别签约，双方将在以往合作的基

础上，进一步策划生成并推进一批新的
合作项目，力促两省合作向更深层次、更
宽领域、更高水平迈进。

据悉，以教育合作为例，福建优质高
校将增加在海南的招生计划，其中包括
每年向海南少数民族考生投向30名招

生指标，对我省培养少数民族人才提供
重要支持。此外，双方还将在邮轮游艇
旅游、农业科技等领域展开合作。

海南与福建两省同为泛珠三角区域
合作9+2成员之一，借助泛珠合作平
台，2010年8月第六届泛珠大会期间，

两省政府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五年
来，双方共同努力推进落实协议内容，在
旅游、经贸、现代物流、教育、医疗卫生等
合作领域取得了积极成果，也为双方此
次签署深化合作协议、推进新的合作项
目奠定了良好基础。

琼闽分别签署两省四部门合作协议
深化旅游教育海洋农业等领域合作

9月7日，为期两天的华南（海南）农资暨种业渔业博览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
心开幕，开设了新型种苗、新型植保技术、农业电商服务、植物营养服务等6个展
区，展出面积达1.5万平方米。现场吸引了近300家企业参展，现场观众流量近5
万人次，此次展会全程采用网络直播，农民可足不出户网上看展。图为海口红旗
镇农民在博览会上选购微耕机。 文/本报记者 张中宝 图/本报记者 苏晓杰

华南农资博览会
海口开幕

■ 本报特派记者 邓海宁
通讯员 罗利明

9月7日下午，“厦门-海口”海上快
线首航仪式在厦门港新海达码头举行，
海南与福建两省首次开通集装箱海运快
线。这条被业内人士普遍看好的航线未
来将会对琼闽两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
怎样的促进作用？

“‘互利共赢、携手共进’是区域性港
口企业共同开拓市场、做大做强做优的
重要途径。厦门港和海口港同为‘一带
一路’重要支点，两港的携手合作，能够

发挥厦门港连接两岸、辐射东北亚，以及
海口港临近东南亚的区位优势，打造两
港互为中转的港口航运合作新模式。”厦
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永恩
的这番话一语道破了两港合作的天机。

两港合作将降低成本

作为典型的岛屿型经济体，海运一直
是海南对外经济联系的主要方式，约
99.7%的货物进出岛必须通过海运。例
如海南建设需要的石材、瓷砖等建材要从
福建进货；海南出岛的橡胶、瓜果、蔬菜需
要从福建中转。以成本高低计算，公路运
输最高，其次是火车，最后是海运。

“相比陆路、空路运输，海运不仅大

大节省了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损耗，
对海南瓜菜等鲜活农产品走向岛外市场
意义重大。”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林毅骄傲地说，海上快线开通后，海南的
产品可以经过厦门辐射到东北亚地区，
甚至远至日本、美国，不需要绕行香港、
深圳中转，缩短了航程。反过来，从厦门
海运到东南亚，海口就有海上中转的优
势，成本也会降低。

港航业走出海南谋发展

“海口作为我省水陆运输枢纽，也是
对外合作贸易交流的重要门户。近年来，
凭借得天独厚的天然深水良港，吸引一批
大企业、大项目入驻，海口临港经济和港航

业发展也取得进展。”海口副市长任清华
说，但与国内外先进地区比，仍有一定差
距，建设现代化海口港航业还任重道远。

任清华表示，海口港航业要在激烈的
竞争中突破重围，必须牢牢把握对内加快
港口资源整合、对外加强合作共赢这两条
主线；必须加快深化与福建海西经济区、
泛珠经济区、西南经济区、东盟经济区的
合作，深度开发泛南海经济圈，促进港航
业、新型工业、现代农业和物流产业的融
合发展，努力打造区域核心竞争力。

两港打造海陆联运干线

据了解，此次“厦门-海口海上快
线”的开辟，还将为两港乃至两省带来集

装箱新的增量和新的亮点。对于厦门市
充分发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
政策优势、海口市充分发挥海南国际旅
游岛政策优势，双方实现政策延伸、优势
互补，巩固各自在全省龙头地位具有重
要意义，也为加快推进东南国际航运中
心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郑永恩表示，两港携手合作，建立两
地港航一体化网络，促进和吸引中部省
份、东北亚与东南亚之间的货运资源在
福建、海南两地集散，最终打造一条“东
北亚—东盟”海陆联运干线，使海峡西岸
经济区与国际旅游岛协同发展，丰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积极落
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本报厦门9月7日电）

厦门港和海口港打造互为中转的港口航运合作新模式，共同开拓航运市场

两港携手开辟“深蓝航线”
一版延伸

本报海口9月7日讯（记者陈怡）
记者今天从海航集团获悉，2015年 9
月3日（美国时间），海航集团旗下子公
司渤海租赁与Avolon签署相关协议，
各方同意渤海租赁全资子公司Mari-
ner与Avolon合并，此举意味着渤海
租赁完成对Avolon100%股权收购，

Avolon以存续公司身份成为渤海租
赁旗下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的交易
金额约为 25.55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62.39亿元）。

渤海租赁完成的此次并购后，通过
吸收、消化Avolon先进的飞机资产管
理和风险管理经验，充分利用Avolon

的资产、渠道资源，将有助于推动中国飞
机租赁市场的健康发展。据权威统计，
从机队价值和机队数量两方面计算，渤
海租赁机队规模均将跻身全球前10。

Avolon是全球第11大飞机租赁
公司，于2014年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
所上市。

收购Avolon全部股权

渤海租赁机队规模跻身全球前十

◀上接A01版
我们一定要从古田会议留下的厚重历史
和宝贵精神财富中汲取营养，坚定理想
信念，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贯穿海南改革发展实践
的始终，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全面提升国际旅游岛建设水平，开创海
南各项工作新局面。

考察中，代表团一行还来到古田镇

五龙村，走进农家乐和文化广场，学习当
地美丽乡村建设经验。刘赐贵要求有关
部门和市县，学习五龙村旅游开发、村民
致富、文化建设的好经验，加强交流合
作，推动海南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民增
收。

省领导孙新阳、张琦、毕志强、何西
庆参加考察学习。福建省委副书记于伟
国、省领导潘征、黄棋玉等陪同考察。

重温红色历史 弘扬古田精神

◀上接A01版
马云介绍了阿里巴巴集团的主营板

块和下一步发展战略，对海南加快推进基
础设施“五网”建设、提高信息设施水平，表
示高度认可。他说，未来一个地方吸引投
资者的关键是有没有大数据平台、有没有
现代金融、现代物流体系等创新基础设
施。海南有很好的区位、环境等得天独厚
的条件，如果创新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
必将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前来创新创业。

马云表示，根据阿里电商平台的统
计，去年海南卖家数量和销售出岛货品
量都呈现出迅猛增长的势头，农产品电

商交易额也翻了近一番，这些“大数据”
都表明当前海南经济的良好势头和电商
发展的无限潜力。阿里将围绕电商、互
联网金融、云计算、菜鸟物流、跨境贸易
5大平台，加快谋划与海南的合作，首先
在智慧城市、互联网小镇、农村电商等方
面引入阿里的成熟经验与发展模式，把
双方的合作落到实处。

双方还就智慧城市、互联网小镇、农
村电商、数字娱乐等合作事项进行了具
体协商。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孙新阳，省
政府秘书长陆志远参加会见。

刘赐贵会见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