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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防空
坚持人民防空平战结合，深度开发利用人民防

空资产资源，加快推进人民防空与经济社会融合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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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5年第12号)

关于禁止销售31种假冒保健食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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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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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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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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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虚假生产企业名称生产的产品名单

附件2：假冒他人企业名称生产的产品名单

附件3：假冒他人产品名称生产的产品名单

据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中共中央、国务院13
日上午在南京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举行2015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出席并
讲话。

李建国在讲话中表示，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
公祭仪式，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悼念所有惨遭日本
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
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此时此刻，抚今追昔，
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惨痛的一幕再次浮现在我们眼
前。无论时间过去多么久远，历史都会记住这一天。南
京大屠杀惨案这一具有世界意义和重大影响的历史教
科书，将向所有世人和来者表明“昭昭前事，惕惕后人”

“永矢弗谖，祈愿和平”。
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中央党政军

群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
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港澳台同胞代表，为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南京
大屠杀幸存者及遇难同胞亲属代表，江苏省各界群众代
表等参加公祭仪式。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南京举行国家公祭仪式

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

铭记历史 青春同祭
海口团员青年祭奠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南国都市报12月13日讯（记者纪燕玲实习生符海
艳）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今天上
午，共青团海口市委在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园举办了

“铭记历史 青春同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祭奠活动。
祭奠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全体人员默

哀一分钟，追思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随后，青年
代表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全体人员向纪念碑行三鞠
躬礼并瞻仰纪念碑，对革命烈士致以崇高敬意和深切缅
怀。活动最后，新团员们举行了隆重的入团仪式。

这是12月13日拍摄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场。新华社发

11月全国空气质量
海口排名第一

南国都市报12月13日讯
（记者 党朝峰）环境保护部今
日向媒体发布了2015年11月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及
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
市等 74 个城市空气质量状
况。海口名列第一。

三亚拟调整
多条公交线路

南国都市报12月13日讯
（记者利声富）南国都市报记
者今日从三亚交通局了解到，
为做好环岛高铁配套公共交
通服务，三亚拟调整古城门至
南山的崖州1号、友谊派出所
至亚龙湾的15路、三亚火车站
至海棠湾免税广场的35路等
公交线路。

据了解，几条公交线路拟
调整方案为：将崖州1号（古
城门至南山）调整为崖州火车
站至南山。

3 路（农垦中专至港务
局）和41路（鹿回头村至城市
乐园）合并为3路（农垦中专
至鹿回头村）公交线路。

拟将15路（友谊派出所
至亚龙湾）公交线路调整为三
亚火车站至亚龙湾。

市民游客对拟调整方案
有何意见，可通过电子邮箱：
sanyaysk＠163.com.反馈意
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