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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您会选吗？（二）
正确选购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是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
食品，具有的 27种功能，都有不同的适
宜人群。在购买的时候，明确购买保
健食品的目的。保健食品只能调节人
体机能，它不是药品，不能治疗疾病，
看是否标有保健食品的蓝帽子，确认
是不是标明了适宜人群。不要参加任
何以产品销售为目的健康知识讲座、
专家报告等；不要通过会议销售、电话
销售、免费试用等活动购买保健食品，
以免上当受骗，甚至危害健康。

慎用保健食品

1、保健食品适合“特定人群”，不
是人人都需要使用保健食品。

2、保健食品通常针对人体需调整
的某方面机能起一定的预防、调节和
纠正作用。

3、保健食品的本质仍然是食品，
不是人类赖以治疗疾病的物质。

4、面对品种繁多的保健品，要警
惕虚假广告的误导，选购时要认准“保
健食品”标识。

保健食品批准文号的格式是什么

2016年7月1日以前批准的保健
食品：

国产保健食品批准文号格式：“国
食健字 G+年份+4位顺序号”或“卫食
健字+（年份）第+顺序号”。

进口保健食品批准文号格式：“国
食健字 J+年份+4 位顺序号”或“卫食
健进字+（年份）第+顺序号”。

2016年7月1日以后批准的保健
食品：

国产保健食品注册号格式为：国
食健注G+年份+4位顺序号

进口保健食品注册号格式为：国
食健注 J+年份+4位顺序号

如何查询保健食品注册信息

所有保健食品都必须具有国家核
发的批准文号，消费者可以访问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下“原国家食
药监总局网站”，在“企业查询”栏保健
食品数据库中进行查询。

典型案例

谨防食品、保健食品消费陷阱！
一盒“免费”鸡蛋、一场“专家会诊”、一
次“体检赠送”、一声“爸妈”……在这
些“暖心的关爱”中，平时舍不得吃舍
不得穿的老人，很可能掉进了精心布
置的消费陷阱！

●典型案例一
8旬老太半年买 16 万元三无保健

品 商家却邮寄来丰乳片。
听信电话推销，陕西省汉中市 81

岁的退休教师王奶奶迷上了保健品。
近半年来，她竟花了 16 万元买回一堆
保健品。而这些保健品中，不仅有丰乳
片等根本不适合老人使用的产品，而且
经监管部门鉴定均为“三无”产品。

“为了不让她买保健品，我们都没
收了她 8部手机了，但还是无济于事。”
王奶奶的女儿愁容满面地说。

●典型案例二
老人2700元买的保健品其实就是糖。
看到广告，长沙刘奶奶花了近三

千元买了“中美双认证”的氨糖产品。
到货后，老人却发现产品和广告上说
的完全不一样。该产品不仅没有保健
品的“蓝帽子”（标志），也不是氨糖产
品，产品类别明确写着“压片糖果”。
老人再打电话过去，销售人员称“包装
不一样，药是一样的”，要刘奶奶去找
食药部门验货，并信誓旦旦“假一粒赔
一万”。

●典型案例三
本想领个免费节能灯，可是后来

不由自主地花了 4000多元。
60 岁的李阿姨已经退休了，在家

无聊时在报箱里看到一张会议通知，
上面说送节能灯，又说是“节能减排办
公室”组织的，就决定去听一听。李阿
姨心想，我只要捂紧钱包就行了，我不
会买，我就是去领免费东西的。

到了之后第一天，主办方说购买
产品当场返现，好多人花 100元买蛋白
粉，返还了 120 元。第二天，还是这样
的方式，买了当场返现，而且比第一天
返的还多。第三天，主办方说一种金
枪鱼油胶囊特别好用，对高血压、心脑
血管疾病都有帮助，而且当天只有 4个

优惠名额，500 元一瓶，买了还能当场
返现 600元。

到 了 第 四 天 ，购 买 产 品 不 能 返
现。现场接入了全国视频直播，厂家
的副总说，这些胶囊只有在这个会上
才能优惠买，买一瓶送三瓶，还送很多
赠品，赠送的电饭锅还是大牌子。到
了这个时候，李阿姨有点心动了，心想
金枪鱼油胶囊就算吃不好人也肯定吃
不死人，就花了近 4000 元买了一盒胶
囊，主办方送了一枝野山参和一只貔
貅摆件，还有其他一些赠品。

就这样，一个看起来金光灿灿的
貔貅摆件，被说成“开光足金”；一盒几
十元买来的野山参，被包装成抗癌神
药；一款金枪鱼油胶囊，说是治疗高血
压“圣品”……持续四天的会议销售，
让不少老年人心甘情愿为这样的“六
件套”买单数万元。

2017年食品、保健食品重大案件

一、湖南衡阳周某等人生产销售
非法添加药品的食品案

2017 年 9 月，湖南省衡阳市食品
药品监管局联合公安机关捣毁非法
销售窝点 3处，查获犯罪嫌疑人周某、
李某及下线阮某、谢某、黄某利用互
联网销售添加西布曲明、酚酞等国家
禁止添加药物的食品，涉案货值 2 亿
元。周某等犯罪嫌疑人已被移送公
安机关处置。

二、浙江湖州胡某等人生产销售
非法添加药品的食品案

2017 年 5 月，浙江省安吉县市场
监管局接到举报，反映市售“亿好酒”
和“益草康”等凉茶宣称疾病治疗功
能，立即组织查处。经湖州市食品药
品检验研究院检验，在 6个批次“亿好
酒”中检出地塞米松、吲哚美辛，在 4个
批次“益草康”中检出双氯芬酸钠，涉
案货值 1000多万元。犯罪嫌疑人胡某
等人已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置。

三、重庆余某等人生产经营非法
添加药品的食品案

2017 年 9 月，重庆市食品药品监
管局会同公安机关捣毁余某等人在重
庆市九龙坡区设立的 3处无证生产、销
售非法添加西布曲明的食品（欧雷顿
Z7 咖啡）窝点，涉案货值 1000 万元。
犯罪嫌疑人已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置。

四、广东广州恒元堂健康管理有
限公司未经许可销售食品保健食品案

2017年9月，广东省广州市食品药
品监管局查实广州市恒元堂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存在利用会议营销形式，未经
许可非法从事食品保健食品销售行为，
涉案产品货值金额为 10万元。该局依
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
款等规定，对当事人给予行政处罚：1、
没收违法经营的食品；2、没收违法所得
1.3万元；3、罚款160.2万元。

五、辽宁鞍山康寿家园保健品店
生产销售非法添加药品的食品案

2017 年 9 月，辽宁省鞍山市食品
药品监管局破获鞍山市铁东区康寿家
园保健品店销售非法添加苯乙双胍药
品的食品案。捣毁制售黑窝点 1个，及
时将犯罪嫌疑人黄某某移送公安机关
处置。该局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
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黄某某处以
终生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
作、不得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
安全管理人员的行政处罚。

六、湖北大悟县龙某某未经许可
销售保健食品案

2017 年 7 月，湖北省大悟县食品
药品监管局联合公安机关成功破获了
龙某某无证销售保健食品案，关停会
议营销场所 1个。该局依据《食品安全
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的有关规
定，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
经营的“蜂胶软胶囊”等 6类保健食品
5941 瓶（箱）；2、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
罚款，合计 4.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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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陶思懿）
“资阳是人文的摇篮，所以
诞生了苌弘、王褒、董钧这
样的文化圣贤，资阳也是传
奇的天地……”10 月 16 日晚
上 7 点，雁江区三贤祠街道
办双峰社区鸿福花园外的
一块空地上正在放映《蜀人
原乡》主题宣传片，具有本
地特色的宣传纪录片吸引
众多居民观看。

“好多年没有看过坝坝
电 影 了 ，这 种 方 式 很 有 意
思。”市民郭女士说，通过观
看主题宣传片，她了解到更
多资阳的历史和文化，同时
这个影片还能让很多对资阳

不了解的人，也能更深入认
识资阳这个城市，从而爱上
这座城市。

据了解，双峰社区以“坝
坝电影”形式放映的宣传片，
只是我市本土优秀影视作品
展映展播活动的其中一项内
容，在为期 7 天的活动中，还
展映展播了“脱贫攻坚”主题
微电影、微视频和我市近年
来创作的优秀广播影视作
品。这次展映展播活动，不
仅能够推动本土文艺创作，
还能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让
老百姓更深入地了解资阳城
市的变化，从而获得更多幸
福感。

我市本土优秀影视作品展映展播

□ 本报记者 谢承爽

10 月 19 日，我市食品药品安
全领域第一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在安岳开庭审理。安岳
县人民检察院以公益诉讼起诉人
身份依法出庭，代表不特定消费者
诉请火锅店经营者陈某英承担十
倍惩罚性赔偿金并公开赔礼道歉。

公诉机关指控并起诉称，2012
年 9 月至 2018 年 3 月，安岳县陈某
英在安岳县岳阳镇西大街 369号附
29、31、33号经营“安岳县粥底打渔
人家精品鱼火锅”。经营期间，陈
某英为节约经营成本、获取高额利
润，安排该店厨师、服务员将消费

者吃剩的锅底油脂回收、加工成
“口水油”，并将该“口水油”与购进
的新油按照 1：1 比例勾兑、混合，
后直接添加入火锅锅底中供消费
者食用。该行为违反法律食品安
全相关规定，侵害消费者身体健康
等合法权益，造成重大健康风险。

经安岳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判决火锅店经营者陈某英及
厨师、服务员等四人构成生产、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处有期徒刑
缓刑等刑事处罚。同时，判决陈某
英向公益诉讼起诉人安岳县人民
检察院支付销售价款十倍惩罚性
赔偿金 671329.73 元，并通过当地
媒体公开赔礼道歉三日。

安岳一火锅店

制作“口水油”谋利
店主、店员被判刑

本案中，生产、销售有毒、有害
食品违法行为提起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强有力地打击了犯罪行为，
让被告不仅受到了刑事处罚，还在
经济方面予以制裁，让犯罪行为人
意识到食品违法行为不仅要判处
刑罚，更要承担巨额的惩罚性赔偿
金，起到较好的教育、威慑作用。
同时对餐饮行业尤其是火锅店敲

响食品安全警钟，起到判决一例，
教育一片，让食品生产经营者树立
食品安全意识，严守食品安全责
任，不敢触碰法律高压线。只有保
持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高压
势态，加大对食品安全法规的宣传
力度，加强食品行业安全意识的提
升，百姓才能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吃得舒心。

立即评

本报讯本报讯（（记者记者 谢承爽谢承爽））1010月月 2222
日日，，一条小视频刷爆了资阳人的朋一条小视频刷爆了资阳人的朋
友圈友圈。。视频中视频中，，一位一位 1515 岁左右的岁左右的
少年躺在沱江上的一条渔船上少年躺在沱江上的一条渔船上，，像像
是刚刚被从河里打捞起来是刚刚被从河里打捞起来。。这是这是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随即随即，，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
到到，，当日中午当日中午 11 点过点过，，这位少年在这位少年在
和父母路过沱江一桥时突然从桥和父母路过沱江一桥时突然从桥
上跳进河里上跳进河里，，原因不明原因不明。。万幸的万幸的
是是，，当时河里刚好有一条渔船当时河里刚好有一条渔船，，船船
家马上把少年救了起来家马上把少年救了起来，，少年没有少年没有
生命危险生命危险。。

救人的船夫叫刘坤武救人的船夫叫刘坤武，，平时大平时大
家都叫他家都叫他““刘老五刘老五””。。刘坤武家住刘坤武家住
在沱一桥附近在沱一桥附近，，平时以打鱼和做些平时以打鱼和做些
小生意为生小生意为生。。据刘坤武回忆据刘坤武回忆，，事发事发
时为中午一点四十左右时为中午一点四十左右，，他正在沱他正在沱

江上打鱼江上打鱼，，突然听到突然听到““嘭嘭””的一声的一声，，
江面上溅起了巨大的水花江面上溅起了巨大的水花，，他听到他听到
桥上有人在喊桥上有人在喊““有人跳河了有人跳河了！！””

““当时他当时他（（落水者落水者））距我的船距我的船
大约八九十米远大约八九十米远。。””刘坤武没有刘坤武没有
犹豫犹豫，，一分钟就划船赶到了出事一分钟就划船赶到了出事
位置位置。。怕激起的水波太大怕激起的水波太大，，他连他连
船的发动机都不敢打开船的发动机都不敢打开。。赶到赶到
之后之后，，刘坤武发现落水者身体已刘坤武发现落水者身体已
经完全被水淹没了经完全被水淹没了，，只有脑袋还只有脑袋还
在水面上在水面上，，他赶紧伸出船桨让落他赶紧伸出船桨让落
水者抓水者抓，，但是落水者拒绝抓桨但是落水者拒绝抓桨。。
刘坤武划船靠近落水者刘坤武划船靠近落水者，，拎着其拎着其
衣服把他提出了水面衣服把他提出了水面。。““提起来提起来，，
他 呼 吸 了 几 口 空 气他 呼 吸 了 几 口 空 气 ，，就 缓 过 来就 缓 过 来
了了。。””随后随后，，赶来的派出所民警和赶来的派出所民警和
120120 医护人员一起把落水者带上医护人员一起把落水者带上
了岸了岸。。

少年沱一桥落水少年沱一桥落水
幸被船夫救起幸被船夫救起

船夫刘坤武船夫刘坤武。。

本报讯（记者 赵明）近日，市
文联“花开资阳，名镇采风”艺术体
验分享会在市文艺家之家举行，来
自市区两级的作协会员以及参加
了“重走雁江古镇”系列活动的文
艺家们 40余人参会。

会上，各位作家和艺术家围绕
创响“蜀人原乡·怡然资阳”名片 ，
对去年重访古镇活动的见闻和感
悟进行了分享。曾参加“重走雁江
古镇”的唐俊高、杜先福、梁朝军、
郭毅、姚俊霞、肖勇等本土艺术家
们，分别对雁江保和、中和、丹山、
临江、碑记等乡镇的历史文化表达
了自己的看法。大家认为，在成资
同城化发展的文化大背景下，资阳

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并以文化为
动力，推动乡村振兴，找到了自己
的文化亮点。重走古镇活动的开
展，对于资阳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具
有里程碑的意义。

据悉，重走古镇活动从去年 4
月开始，历时 7 个月，走访了 22 个
乡镇，对当地的历史沿革、古建筑
及文物古迹、民间故事、经济社会、
教育文化进行了收集，由此创作的
文学作品诗集《诗意雁江》、散文集

《品读雁江》、特刊《东大路——从
龙泉驿到南津驿》等，将地方文化
特色很大程度地发掘出来，为今后
乡村产业振兴和文旅发展提供了
重要条件。

□ 刘福根 刘孝军

夜幕降临，乐至县良安镇社区
万古湖文化广场上，居民伴随着明
快的音乐节奏，或跳着广场舞，或
休闲健身……“只要天气好，每天
吃完晚饭我都会来这里跳坝坝
舞。”良安镇居民张大妈高兴地说，
现在社区修建了文化广场，配备了
活动设施，他们的文化生活更丰
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更融洽。

张大妈的幸福感受正是良安
镇构建温暖社区的真实写照。近
年来，良安镇社区两委以制度建设
为引领，以文化建设为阵地，以社
区服务为抓手，积极构筑温暖幸福
社区。

“我们充分发挥社区大党委的
主导作用。”该镇社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社区建立起了居民议事、
密切联系群众、党员结对帮扶、志
愿者定期上门服务、文化宣传公益
活动等各项制度，并融入到网格化
管理中，采取定岗、定责、定人、定
格、定时服务的办法，实现了公共

管理程序化、服务到家制度化，使
社区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落
实到真情服务群众的行动中，赢得
大家的广泛支持和信任。

据悉，该镇成立了夜间治安
巡逻队、环保纠察队、小红帽党员
志愿者服务队、文艺宣传队等社
区服务团队；同时，建起了万古湖
文化广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留守儿童之家、职工之家，使社区
成为了群众的温馨之家。“晚上治
安有人巡逻，每年有免费体检，平
时有困难有志愿者帮助。”独居良
安镇万古街的阴光辉大爷笑咪咪
地说，“社区的服务真是周到又贴
心。”

据统计，近年来，社区组织免
费健康体检 4000余人次，开展各类
文化演出 200 余场，举办健康、安
全、文艺知识讲座 80 余期，评选最
美、文明、“五好”家庭和诚信商铺
200余个，并常态化开展扶助孤老、
全民健身、政策宣讲、法律援助、洁
净家园等志愿服务，使居民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不断增强。

我市举办艺术体验分享会
以文化推动乡村振兴

良安镇：

真情服务 构建温暖社区

新闻热线
028-26656119

居民观看“坝坝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