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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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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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x-
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公 告

经省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
况予以公示。

麦正华，男，1964年2月出生，海南
三亚人，汉族，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工商
管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1982年12
月参加工作，198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海南省三亚市地税局局长、党
组书记，省地税局副局长、党组成员，省
财政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兼纪检组组长、
省财政监察特派专员办公室主任，省财
政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正厅级）兼纪
检组组长，省地税局局长、党组副书记。
现任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局长、党组书记，
拟任中共陵水黎族自治县委委员、常委、
书记（正厅级），兼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
试验区工委书记、管理委员会主任。

丁 晖，男，1971年11月出生，江
苏南京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
学博士学位，1992 年 5 月参加工作，
199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湖
南电视台（总台）新闻中心主任（正处
级），湖南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省
新闻中心办公室）处长（主任），潇湘电
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湖南广播影
视集团副总经理，海南广播电视台台
长、党委副书记，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党
委书记、台长，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
验区工委副书记、管理委员会主任，省
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琼海市委副书记

（兼），省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现任海南国际旅游
岛先行试验区工委副书记、管理委员会
主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国际
旅游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
书记，拟提名为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厅长人选，任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党
组书记、省版权局局长。

朱洪武，男，1971年9月出生，海南
澄迈人，黎族，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法
学学士学位，1994 年 8 月参加工作，
199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
青团海南省委常委、学少部部长、联络
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共青团海南省委
副书记、党组成员兼省青年联合会副主
席，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部副总经理
（挂职锻炼）。现任海南省旅游发展委
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兼纪检组组长，
拟任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书
记（正厅级）。

王大辉，男，1966年2月出生，海南
琼中人，黎族，大学学历，工学学士学位，
高级工程师，1991年7月参加工作，1995
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
信息中心开发部副主任（副处级），省政
务网络服务中心副主任（副处级），省党

政综合信息网络管理中心主任（正处
级），省统计局计算中心主任兼国家统计
局海南调查总队信息技术应用处处长，
文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挂职锻炼），临
高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正处级），白沙黎
族自治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正处
级）、县人民政府县长。现任乐东黎族自
治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拟提名
为儋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

何 清，男，1966年8月出生，山东
成武人，汉族，在职大学学历，经济学学
士学位，经济师，1984年12月参加工作，
199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
省海口市秀英区国税局局长（副处级），中
国税务报社驻海南记者站负责人，省国税
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正处级），省政府
办公厅一处处长，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
长、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现任海南省
委组织部干部四处处长，拟任海南省委
组织部部务委员（试用期一年）。

邓传明，男，1961年2月出生，湖北
荆州人，汉族，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
位，高级经济师，1977年9月参加工作，
1983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
南省证券管理办公室证券市场监管处
副处长，海口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正

处级），海口高新技术园区（海口保税
区）工委委员、海口保税区管委会、海口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
任，海口市农业综合开发区管委会主
任、党委书记，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
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总经理，
海口市西海岸开发建设工作委员会书
记、管委会主任。现任海南省海口市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委
副书记，拟任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党
组成员、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
任（试用期一年）。

符 鹏，男，1963年1月出生，海南
文昌人，汉族，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哲
学学士学位，1985 年 8 月参加工作，
198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
南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审查处助理调
研员、副处长，干部培训、知识分子工作
处副处长、干部培训处（干部培训、知识
分子工作处）调研员、干部三处（省直干
部处）调研员、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现任海南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举报
中心）处长（主任），拟任海南省国有企业
监事会主席（试用期一年）。

李永群，男，1965年6月出生，海南
保亭人，黎族，大学学历，文学学士学

位，1990年2月参加工作，1993年8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什
玲镇党委书记，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政法委书记，北京市东城区区委书记助
理（挂职锻炼）；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
府副县长、九所新区管委会主任。现任
乐东黎族自治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拟任中共乐东黎族自治县委副书
记，提名为县人民政府县长候选人。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拟任人选
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
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问题可以
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网上举报等方式
进行。举报人应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
提倡实名举报。我们将严格遵守党的
纪律，履行保密义务。

公示期限：2015年9月14日至18
日，共5个工作日。

联 系 电 话 ：（0898） 12380，
65378954（传真）。

短信举报：18608912380。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

69号海南广场1号楼308室省委组织部
干部监督处（邮编：570203）。

举报网址：http：//12380.hainan.
gov.cn。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15年9月12日

公 告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李丹

9 月 14 日晚上，大型民族原创
歌剧《南海哩哩美》就要迎来首场汇
报演出。这些天，省歌舞剧院总是
一派忙碌景象——舞台上，有人汗流
浃背放声高歌；舞台下，有人来不及
脱去服装便席地沉沉睡去；化妆间
里，有人带妆大口咀嚼已经变凉的盒
饭……

“最后冲刺了，谁也不能掉链子。”为
了这台歌剧，主创团队倾注了不少心血，
总导演邢时苗说，演员们夜以继日地排
练，就是想把每一个动作、每一句歌词完
整地呈现，打造出一台无愧于海南人民
的歌剧。

探索歌剧发展新路

把哩哩美渔歌搬上歌剧舞台，是歌
唱艺术界的全新尝试。邢时苗透露，其
实最初主创团队只是想以爱情舞剧的形
式呈现《南海哩哩美》。但在多次采风活
动中，他们收获了许多意外的惊喜——
哩哩美渔歌比想象的包容力强、表现力
强，海南渔民对于祖宗海的“大爱”也远
远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小爱”。于是，他
们决定将舞剧拓展为歌剧，将爱情故事
拓展为融汇爱情、亲情、爱国之情为一体
的民族守土抗争故事。

想要完成这一颠覆性的思路转变，
主创团队必须克服诸多困难。邢时苗举

例，哩哩美渔歌有其固有的套曲，其中鲜
少出现对唱的形式，可没有对唱不成歌
剧，主创团队只能借鉴西方歌剧对一些
唱段作了改编。另外，早期的哩哩美渔
歌几乎没有文字记载，多靠当地渔民口
口相传，主创团队只能一次又一次到当
地文史部门查询图书资料、走访民间艺
人，再根据自己的理解还原出来。

邢时苗说，“目前西方传统歌剧开始
走‘下坡路’，而中国民族歌剧还未定型，
这台歌剧或将能给海南民歌一个机会，
成为中国民族歌剧的一种新探索。”

挖掘海南文化元素

马上就将进行汇报演出，可主创团
队还在争分夺秒地对《南海哩哩美》进行
完善。

邢时苗告诉记者，在编创过程中，主
创团队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融入海南本

土元素，打造一台海南人看了分外亲切、
外省人看了新鲜有趣的民族歌剧。因
此，纵观整台歌剧，我们除了能够听到贯
穿全剧的临高哩哩美曲调和偶有运用的
儋州调声曲调，还能不时看到源自临高
人偶戏中的人偶、象征当地图腾崇拜的

“鱼手套”在随歌舞动。
“角落里那几个旧篓子，是清末和民

国时期的古董，海南渔民曾经用来盛装
衣服或海产。它们的收藏者知道我们排
这台歌剧时间紧、任务重，特意借给我们
使用。”邢时苗说，“还有好些道具是我们
到海南各地搜集、定制而来，原汁原味。”

追求一流舞台效果

记者了解到，在《南海哩哩美》的演
出团队中，大部分群众演员来自海南省
歌舞团和海南师范大学。执行导演王迪
对他们的评价很高：“海南青年吃苦耐

劳、朴素勤奋，叫他们做100遍，他们可
能主动做到150遍。”

为什么一台歌剧会对群众演员的要
求如此严格？担当主演的总政歌舞团青
年歌唱家王宏伟透露，为了让舞台效果更
加立体生动，主创团队颇下了一番工夫：
舞台两侧高耸的坡型高台可以绕圈移动，
舞台中心的大圆更是可以360度旋转，还
有3个平台根据剧情需要垂直或倾斜升
降，足以很好地表现船只、山坡等。要在
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走位和动作，对演员的
体力和记忆力都是一种挑战。

统筹导演黄天波特别提到，舞台
后方9米高的弧形大屏幕不仅成像清
晰度极高，而且在高5米处可以实现开
合，露出隐藏于幕后的百人合唱队，这
样既有现场合唱的效果，又与主要演
员保持了距离，这在国内歌剧舞台上还
是首例。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

大型民族原创歌剧《南海哩哩美》主创团队倾注心血奉献精品

打造一台亲切有趣的民族歌剧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文智）昨天下午，海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在海口
举办“海南省农民工子弟教育专题座谈会”，与会
代表分别就农民工子女教育、海南希望学校办学
存在问题及学校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交流。

会上，与会代表纷纷对海南省希望学校办学
及管理方面展开探讨，对如何当好一名农民工子
女学校教师建言献策。海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
承诺，将发动社会各界逐步解决海南省希望学校
目前存在的实际问题，力争把海南省希望学校建
成一所合格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省青基会举办农民工
子弟教育座谈会

第二届海南省艺术节前奏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许春媚）昨天上
午，海南大学2015级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举行开学典礼，来自景区、酒店、旅行社的全国
旅游业界的15名学员成为首届海南大学MTA
专业研究生。据介绍，这是我省高等院校首开此
专业，旨在培养一支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旅游
人才队伍。

2014年，海南大学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授权举办旅游管理专业硕士学位教育，在成为中
国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精英俱乐部中
的重要一员后，面向全国完成了2015年首届招
生工作。

海南大学首招
旅游管理专业硕士

9月12日，澄迈县文化馆举办花瑰艺术培训班，培养学徒，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图为非遗传承人
徐日龙在传授花瑰艺术的工艺流程与技巧。

据介绍，花瑰艺术因其历史研究价值高、文化内涵丰富、工艺独特等特点，2010年被列为第三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张中宝 邓海宁
通讯员黄鹏飞）海口“9·18”防空警报试鸣日即将
到来，为了确保“9·18”防空警报试鸣顺利进行，
海口市对全市人防警报设备进行更换和检测维
护，目前已完成了百余套新设备的换装及调试。

海口市人防办严格按照执行的“月检修、季检
测”制度，有条不紊开展人防警报设备的检测检修
工作，为即将开展的“9·18”防空警报试鸣日活动
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海口更换百余套
人防警报设备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孙慧）12日上午，
海口市社会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会员大
会在海口召开。这是我省首个社会工作者协会成
立，标志着海口市社会工作者的组织与管理将进
一步走上专业化、职业化发展道路。

随着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社会工作者已经成
为助推公益事业发展的主体力量，也是协调社会
关系、解决和预防社会问题，以社会公正为职业的
新兴群体。据了解，目前海口已经有6家社会工
作行业机构，持证社工103人，从业人员75人。

海口市成立社会工作者协会，将主动为有困
难的个人、家庭、社区和群众提供多样化、个性化
的专业服务，努力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残障康
复、慈善服务等领域，打造一批具有本土特色和社
会影响力的服务品牌。

我省首个社会工作者
协会海口成立

手把手
传非遗

本报三亚9月13日电（记者李科
洲）昨天，三亚市举行2015年投资项目
及城市治理管理百日大会战动员大会，
列出大会战项目表及城市治理管理六
大战役责任分工表，明确责任主体及落
实时间，全面打响投资项目“百日大会
战”，确保167个项目年内开工建设。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三亚
投资项目建设总体上稳步推进，但仍有部
分项目由于用地、红线、审批、资金等原
因进展缓慢，后4个月的投资压力不
小。为此，该市认真落实省里“百日大会
战”要求，奋起直追，全力推进项目建
设。对已基本具备开工条件的项目，特
别是土地资金数及项目投资额较大的，将
尽快动工；对计划年内竣工的，如香格里
拉大酒店、吉阳农产品综合批发市场等

18个项目，将倒排进度，落实责任，确保
按期竣工；对一批重点项目，如亚特兰蒂
斯酒店等69个项目，要加快推进。

三亚在落实省里统一部署的基础
上，还根据自身工作特点，将城市治理
管理中的违法建筑整治、旅游服务市场
秩序整治、交通秩序整治、涉海旅游整
治、市容市貌整治、三亚河污水治理等
六大战役也纳入到会战中来，并加快推
动“多规合一”和“十三五”规划。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张琦在会
上指出，打好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是
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的具体行
动，也是促进三亚市产业和城市治理管
理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他要求三亚
市干部群众大干一百天，冲刺一百天，
赢得这场不能输的攻坚战。

列出分工表，明确责任主体和落实时间

三亚确保167个项目
年内开工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