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词解释

地中海贫血，简称地贫，是由于
遗传的基因缺陷致使血红蛋白中一
种或一种以上珠蛋白链合成缺如或
不足所导致的贫血或病理状态，目
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

4年来，定安县累计脱贫3795户15834人，在此基础上，农民人均纯收入节节攀升，由

2010年的4748元，增长至2014年的9339元，年均增长达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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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禁止销售31种假冒保健食品的公告

(2015年第12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产品名称
糖舒安尼达忠瓦胶囊

降压100不凡牌银菊珍珠胶囊
衍宗牌保元胶囊

群康牌红景天益康丸
肾起点

丹参苦瓜胶囊

金鑫玉铬桑胶囊

广济堂牌清清胶囊
广济堂牌清清胶囊
纤纤减肥胶囊
九味参茸丸

丫头瘦身丸

我们的小丸子
蟲草鹿鞭丸

绿瘦左旋肉碱(挺靓牌减肥胶囊)

左旋肉碱减肥胶囊

蜂胶活胰素苗特R葛灵胶囊

标称批号
20130102
20130402
20140224

20140515
无

20140215

140319

20130303
20121102
20140205
2013081

130801

20131203
无

20130302

2014030201

20131215

标称批准文号
国食健字G20090419

卫食健字（2002）第0658号
国食健字G20040381

卫食健字（2003）第0010号
吉卫食准字（2004）第058号

国食健字G20050165

国食健字G20041475

卫食健字（2003）第0315号
卫食健字（2003）第0315号
卫食健字（1999）第0558号
卫食健字（2004）第0686号

无

无
卫食健字（2006）第0278号
卫食健字（2003）第0331号

卫食健字（2003）第0331号

国食健字G20070241

标称生产企业名称
北京仁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福顺康科贸有限公司

联合出品：北京济坤中医药研究所 沈阳中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欧阳纯天然营养保健品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永辉生物技术公司
福州创新正分子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泷鑫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

广东广济堂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
广东广济堂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 广州艾君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广济堂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
海南海口得意生物有限公司

经销商：大理见喜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静心堂
西藏拉萨雪域神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西宁华高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 广州宜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国(香港）基因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西宁华高医药保健品有限

公司
贵州苗家医药保健品有限责任公司

检出药物成分
苯乙双胍、格列苯脲、罗格列酮

硝苯地平
西地那非
西地那非
西地那非

苯乙双胍、格列苯脲、吡格列酮
盐酸二甲双胍、盐酸苯乙双胍、
格列本脲、马来酸罗格列酮

N-单去甲基西布曲明
酚酞
酚酞

西地那非
N-单去甲基西布曲明、N,N-双

去甲基西布曲明
酚酞

西地那非
西布曲明、酚酞

酚酞

苯乙双胍、格列苯脲、吡格列酮

附件2

标注虚假生产企业名称生产的产品名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产品名称
堂恒牌好康舒胶囊
蚁力神牌依欣胶囊

男不倒妙然牌参芪回力胶囊
兴安健鹿牌参鹿胶囊

含康牌葡灵胶囊

数字牌减肥胶囊

粒可瘦TM田田雪清减润肠胶囊（海洋调
脂瘦身）

粒可瘦TM田田雪清减润肠胶囊（水果配
方瘦身）

标称批号
140716

2014.05.06
2014.07.01
2014 O1/O2

20140507

20140301

14031108

14051008

标称批准文号
国食健字G20050550
国食健字G20040543
国食健字G20040256
国食健字G20090103

国食健字G20090431

卫食健字（2002）第0194号

卫食健字（2003）第0459号

卫食健字（2003）第0459号

标称生产企业名称
北京美迪佳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典奥中卫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妙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兴安岭兴安鹿业有限公司

济南天增润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艾君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万杰朗
医疗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深圳田大田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幸福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深圳田大田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幸
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检出药物成分
盐酸二甲双胍、格列本脲、格列吡嗪

尼群地平
西地那非、他达那非

西地那非
盐酸二甲双胍、格列本脲、马来酸罗格

列酮
西布曲明、N-单去甲基西布曲明、N,

N-双去甲基西布曲明、酚酞

西布曲明

酚酞

附件3

假冒他人企业名称生产的产品名单

序号

1

2

3

4

5

6

产品名称
净宝牌圣健元
胶囊
天农海普牌硒
蚕蛹胶囊
云欣牌蛹虫草
丝芪胶囊
御和坊牌海狗
胶囊
百治亚牌香巴
拉珍宝胶囊
石氏免疫增强
胶囊

标称批号

131008

20140402

140506

2014/O6/O5

20140116

20140408

标称批准文号
国食健字
G20060558
国食健字
G20100242
国食健字
G20080463
卫食健字
（2003）第0014号
国食健字
G20040534
卫食健字
（1999）第0477号

标称生产企业名称
北京圣天方医药科技研
究院
北京中高海普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铁岭市云欣虫草生物有
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宝和堂保健品有
限公司
甘肃省玛曲县黄河首曲
药源开发有限公司
甘肃省玛曲县黄河首曲
药源开发有限公司

检出药物成分
苯乙双胍、格
列苯脲

格列本脲

他达拉非

他达拉非

西地那非

西地那非

附件1

假冒他人产品名称生产的产品名单

近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在组
织保健食品监督检查中，查获31种假冒保健
食品，并涉嫌添加违法药物成分（见“国家食
药监管总局2015年第88号通告”）。其中，山
东聊城市场上查获的标称“海南海口得意生
物有限公司”生产的九味参茸丸，检出西地那
非。经我局核查，该生产企业名称及其地址、
产品批准文号等信息均为虚构。为打击假冒、
虚构和违法添加等违法行为，维护公众特别
是保健食品消费者的身体健康，现公告如下：

一、自公告之日起，全省各保健食品经销
商对国家总局通告涉及的31种假冒保健食
品，立即停止销售，下架封存，并向所在地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二、对不能提供假冒产品来源或违反规
定继续销售者，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
条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保健食
品，违法经营的保健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
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货

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五倍
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
证，并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日以上十五日
以下拘留。

构成犯罪的，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一百四十条和第一百四十四条依法追
究最高无期徒刑的刑事责任。

三、广大消费者不要购买和服用被公告
的31种假冒保健

食品，已购买的消费者，可凭销售凭证及
外包装要求经销商退款，经销商不得拒绝。

四、鼓励广大消费者积极参与监督，如发
现有继续经营

公告中31种假冒保健食品的经销商，及
时向12331投诉举报，一经查实，最高给予50
万元奖励。

附件：31种假冒保健食品产品名单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5年11月25日

■ 本报记者 赵优 郭嘉轩
见习记者 叶媛媛 通讯员 司玉 蔡佳栩

“县委陈书记给我们家送来了两头种
猪，过10个月就能产仔，逐渐扩大养殖规
模了。”定安县翰林镇火星村村民黄礼祚家
最近好事连连，政府为了帮他摆脱贫困，不
仅送来了种猪，还准备给他扩建猪圈。

“精准施策、精准推进、精准落地”，
领导干部进村入户倾听民意，建立“一对
一”帮扶机制，为贫困户私人订制一份帮
扶套餐…一项项扶贫举措的背后，是近年
来定安以超常规的力度，整合各类扶贫资
源，强力推进精准扶贫的探索。

重在准
全省率先完成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有多少？都有谁？为何
致贫？只有搞清楚了这些问题，才能解
决好“扶持谁”的问题。

去年5月，一场旨在摸清海南贫困
人口家底、为下一步实施精准扶贫奠定
基础的“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程”在我
省全面展开。

如何做到“不漏一户、不错一人”
呢？为杜绝基层徇私舞弊及村民争议，

定安实行“报—查—评—审—批”五个
工作程序，做到民主公开。

首先在驻村工作组广泛深入宣传政
策基础上，由农户填写申请书，然后由工
作组进村入户进行调查摸底；成立村民主
评议小组，进行评议和排序；最后经过村
小组、村委会、乡镇、县四级审核和公示。
经过建档立卡一系列程序，定安共遴选出
贫困农户数8339户，贫困人口33563人，
36个贫困村委会，10个特困自然村，在全
省率先完成了建档立卡工作任务，为下一
步实施精准扶贫奠定坚实基础。

“‘精准’的要义，就是要把政策的“雨
露”撒给真正需要的人。”定安县扶贫办主任
许雄说，家底不清，不少扶贫项目粗放漫
灌，针对性不强，一些真正的贫困户没有
收益，定安在遴选贫困户时，不仅查看贫
困户的居住条件、劳动力等，还对劳动观
念、疾病、经济来源等进行深入分析，摸清
贫困原因，为有针对性地扶贫做好准备。

贵在精
领导干部“一对一”帮扶

找准了穷根，“谁来扶”的问题随之
而来。

“‘一村一策、一户一法’，逐村逐户
制定帮扶措施，扶贫资金和项目的投放
才会有针对性，才能惠及真正的贫困群
众。”定安县委书记陈军告诉记者。

“老乡富不富，关键看干部。”一场
“一对一”帮扶贫困户的活动在定安轰
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县四套班子领导每人联系一个
镇，机关各联系牵头单位包点到镇、县
机关各单位包点到村、乡镇包点小组包
点到村到户”，在这一模式下，每名县四
套班子领导、机关干部、乡镇干部都联
系帮扶贫困户1户至5户。截至目前，
定安117个单位514名副科级干部“一

对一”对接贫困户1113户4567人。各
社会组织、各合作社也积极参与到帮扶
贫困户的队伍中来，做到所有贫困户都
有帮扶责任人。相关部门还加大资金
整合力度，从基础设施、产业扶贫、教育
培训、医疗低保等方面进行全方位保障
帮扶到村到户。

在《2015年定安县科级以上干部
“一对一”帮扶贫困户安排表》上，记者
看到，每个乡镇都统计出需帮扶对象，
其所在村、致贫原因、家庭人口、年可支
配收入、帮扶措施、帮扶人姓名等资料
一清二楚。年底，全县还将再次摸底，
检查评估实际帮扶效果。

落在效
产业带动拓宽致富路子

目标明确了，责任人明确了，如何
谋划“怎么扶”？在许雄看来，精准扶贫

的良方还是在产业。
定安结合实际，摸索出了一条路

子：以“政府＋合作社＋贫困户”的形
式，发展具有“短平快”特点的产业，为
贫困户“造血”。

定安根据各镇、村特点，重点打造
“一村一品”。龙门镇石坡村养鸡传统
已久，通过鼓励扶持该村村民参与林下
养殖，先后成立了“龙茂坡鸡鸭合作
社”、“富隆养鸡合作社”和“望八达养鸡
合作社”，带动全村200多户村民养鸡。
2014年，全村出栏富硒鸡100多万只，
总产值达到6000万元，全村养鸡纯收入
达1000万元以上。

贫困户跟着大户走、大户跟着产业
走、产业跟着市场走。但让朴实的农民
与变幻的市场对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去年，黄竹镇白塘村66户贫困户
在政府资金和技术支持下，顺利种植莲
雾，新增220亩种植基地。为拓宽销售
渠道，黄竹镇加大品牌创建力度，对黄
竹富硒莲雾进行了统一设计、统一包装
和统一规格，迅速取得市场认同，莲雾
的价格从原来的 5元/斤提高到了 15
元/斤，让原本担心销路的种植户鼓起
了腰包。

（本报定城11月30日电）

建档立卡、干部帮扶、产业带动，4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8.32%

定安：一场精准实效的扶贫攻坚战
本报石碌11月30日电（记者张靖超 特约

记者陈家贞 通讯员黄宾虹）今天下午，省委十八
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团走进昌江黎族自治县，宣
讲团成员、省委党校副校长王和平做了专题报
告。昌江县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及全县副科级以
上领导干部参加报告会。

报告会的主要内容包括十八届五中全会的重
要任务和历史意义，“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形势、任务和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
导思想、基本理念和政治保证，新的发展理念与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等。

昌江要求，全县各级干部须深入系统地学习
并传达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要切实把学习成果
转化为昌江谋划发展的正确思路、促进发展的政
策举措、推动发展的实际能力，做到学以致用，为
全面完成“十二五”任务和编制“十三五”规划奠定
坚实基础。

省委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团昌江开讲

转化成果 学以致用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见习记者
李磊 通讯员 段小申）今天上午，海南省
2015年党风政风行风建设社会评价公开
评价大会在海口召开。来自全省各界的
168名代表，对94家单位进行现场评价。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马勇霞出
席会议并讲话。

在今天的评价大会上，去年排名第
一的省委宣传部、海口海关、省旅游委、
省农村信用社四个单位分别作了经验
介绍。受邀的168名党代会代表、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行业协会代表、媒体代
表、基层群众代表、特邀监察员、市县代
表以及各被评单位代表，对省纪委（省
监察厅）等党群工作与综合协调部门、
省公安厅等行政执法与司法机关、省发
改委等经济与社会管理部门、海南电网
公司等公共服务单位进行现场测评，并
填写意见建议表。今年的评价内容方

面，首次增加了“上一年度社会评价意
见建议整改情况”的内容。

马勇霞在会上指出，一年来，省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和各级党
组织坚持开展党风政风行风建设社会
评价活动，强有力的促进了干部作风转
变，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观念进一步增
强；“四风”、庸懒散奢贪、“不干事、不担
事”等得到了有力整治；树规矩守规矩
的正气上扬，社会评价工作制度不断健
全完善，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下
一步，要将社会评价活动作为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重要内容，并把社会
评价活动与“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紧密
结合，在社会评价活动中用纪律管住全
体党员干部，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
决心和毅力把作风建设引向深入。

今年的评价结果将向社会公开，并纳
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内容。

全省“三风”建设社会评价公开评价大会在海口召开

168名各界代表
为94家单位现场“打分”

我省孕优检查和地贫筛诊服务系列报道关注

宣讲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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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海口11月 30日讯 （记者马
珂）有一群孩子，他们的生命引擎需要
靠终生输血维系，他们的背后是辛酸却
无力的父母，是沉重且无助的家庭，他
们就是地中海贫血患儿。近日，记者从
省卫计系统获悉，为了不让地贫之痛蔓
延，我省已经连续5年开展免费孕优检
查和地贫筛诊服务，成功阻断73例重症
地贫患儿出生，挽救了73个家庭。

家住五指山市畅好乡的11岁女孩
小雨（化名）只要见到陌生人，便会下意
识低头，用手捂着鼻子。小雨1岁左右
就被查出患有重型地中海贫血，由于输
血量不够，出现了典型鼻梁骨塌陷的

“地贫貌”。
“这个月孩子又该输血了，还得想办

法弄点钱。”妈妈朱兰燕一脸惆怅。把小
雨养到11岁并不容易，“随着孩子年龄增
长，输血量也越来越大，除去新农合报销，
个人也要承担一千多元，一家的收入几乎
全搭进去了。”

朱兰燕说，最可怕的不是没钱，而
是没血。“输不上血，我们眼睁睁看着孩
子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小雨已经经历
了无数次“无血可输”带来的生命威
胁。“我几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看着眼
前这个像玻璃一样的孩子，生怕她哪天
就碎在我面前……”

地贫属于遗传性疾病，根治困难，
因此干预和预防是防止重症地贫患儿
出生的最有效的办法。

“筛查过程很简单，准确度也很高，
只是以前很多人不了解地中海贫血，也
不重视孕前检查，错过了干预和预防的
最好时机。”省卫计委妇幼处副调研员
韩雪梅介绍，地贫产前诊断的费用比较
高，要四五千元，因此更少有人问津。

据悉，从2010年起，国家分步在全
国开始实施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
试点工作。海南作为第二批试点单位，
从2011年起开始实施。同时，我省增加
了自选动作：地中海贫血基因筛诊服务，

形成“19+1”模式，即19项免费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项目+1项地贫基因筛诊项目。

2013年起，海南省委、省政府连续
3年将“国家孕优检查和地贫筛诊服务”
列入“为民办实事”十大事项。

五指山市毛阳镇的阿芳很幸运。
2013年在申请二胎生育服务证时，她在
免费孕前优生检查中被查出和丈夫两人
都是地贫基因携带者。“我怀孕后去做了
免费的产前诊断，发现胎儿是地贫儿，我
选择了引产。”阿芳说她现在拥有两个健
康的孩子，多亏了政府买单的免费筛查。

据了解，2011年至2015年10月底，
全省共为18.13万对计划怀孕夫妇免费
提供了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为39.3万人
（19.7万对夫妇）免费提供了地贫初筛服
务，为552名可能遗传重型地贫胎儿的
孕妇免费提供了产前诊断服务，共阻断
73例重症地贫儿的出生。以上所有存在
风险因素的夫妇全部获得了针对性咨询
指导，并采取了相应的孕前预防措施。

我省5年共为19.7万对夫妇提供免费地贫初筛，挽救了73个家庭

不让“地贫”之痛蔓延
编者按：2011年起，我省开始实施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和地中海贫血

基因筛诊项目。2013年起省委、省政府连续3年将“国家孕优检查和地贫筛诊服
务”列入“为民办实事”十大事项。为进一步推动全省孕优检查和地贫筛诊项目深
入开展，普及科普知识，让更多群众了解“地贫”疾病，引导他们积极参与检查筛诊，
预防出生缺陷，本报今日起推出“关注我省孕优检查和地贫筛诊服务系列报道”，敬
请关注。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见习记者郭萃 记
者陈蔚林）今天上午，由海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简称海大法学院）主办的中国芬兰环境与资
源保护法国际论坛在海口召开。会议就当前
全球共同面临的环境治理前沿问题展开学术
交流和国际合作，致力于我省乃至我国生态文
明法治建设。

中芬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国际论坛是海大法学
院成立后举办的首次国际会议。论坛以“环境与
资源保护法”为主题，围绕着如何构建绿色发展生
态体系的法治路径、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的法
治保障；气候变化、环境犯罪问题等生态法治领域
最新研究成果、热点问题、发展趋势和成功案例展
开交流探讨。

来自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环境法委员会、武汉
大学、省高院、省检察院、省社科联及司法实务部
门等单位的200多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
参加论坛。

会议将充分发挥高校智库机构的优势和特
长，为海南国际旅游岛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建设提
供有重大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和咨询服务，使其
成为海南生态文明法治研究高端智库。

论坛成果将集成《跨越与传承——中国、芬
兰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一书出
版。海大法学院还将正式开办“海南生态法治
国际大讲坛”系列讲座，紧紧围绕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中带有战略性、全局性和前瞻性的环境
与资源保护法律问题，为国际学术交流和理论
研究搭建平台。

发挥高校优势
打造高端智库
中芬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国际论坛在琼召开

本报讯（记者洪宝光 实习生王娟）
11月29日，2016年国家公务员考试
进行了笔试，海南考区确认参加考试
人数7574人，全天只有6200多人完
成了考试。

今年国考，我省设有海口市第七中

学、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中部、海口市第
四中学初中部、海口市第二中学和海口
实验中学高中部等5个考点。

记者了解到，海南省招录人数为
307人，共有9个单位。省国税局招录
人数最多，达到210人。

6200多人在琼“国考”
我省设5考点，1000余人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