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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问答

一、基本常识

1.什么是食品？什么是保健食品？什么是特殊医学用途配

方食品？

（1）什么是食品？

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

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

品”。（《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五十条）

（2）什么是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是指声称具有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

质等营养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即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

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

亚急性或慢性危害的食品。（《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释义》）

（3）什么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是为满足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

代谢紊乱或特定疾病状态下对营养或膳食的特殊需要，专门加工

配制的配方食品。该类食品必须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单

独食用或与其他食品配合食用。根据不同临床需求和适用人群，

将其分为：全营养配方食品、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非全营养配

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GB29922-2013）

2.什么是无公害农产品？什么是绿色食品？什么是有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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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无公害农产品是指产地环境、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符合国家

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经认证合格获得认证证书并允许使用无

公害农产品标志的未经加工或者初加工的食用农产品。（《无公害

农产品管理办法》2002 年 4 月 29 日农业部、质检总局令第 12

号公布，2007年 11月 8日农业部令第 6号修订）。

绿色食品是指产自优良生态环境、按照绿色食品标准生产、

实行全程质量控制并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的安全、优质食用

农产品及相关产品。（《绿色食品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12年第

6号）。

“有机食品”是“有机产品”的一个类别。现行的行政规章中将

“有机产品”定义为“生产、加工和销售符合中国有机产品国家标

准的供人类消费、动物食用的产品”。（《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55 号，2013 年 11月 15 日公

布、2015年 8月 25日修订）。

3. “保健品”与“保健食品”的区别？

保健食品具有明确的法律定位，保健食品的监管法律依据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产品属性为食品。“保健品”没

有明确的法律定义，一般是对人体有保健功效产品的泛称，诸多

媒体报道中涉及的保健品，实为内衣、床垫、器械、理疗仪、饮

水机等，而非食品或保健食品。宣传报道和监管执法过程中，首

先应依法辨别产品属性，清晰界定产品是食品还是用品，是保健

食品、普通食品还是有毒有害食品，报道、文件和文书中应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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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实际属性，依法规范表述产品名称，不能一概笼统表述为

“保健品”，造成事实不清、监管错位和信息误导。

4.为什么要对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开展整治？

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是长期存在的顽疾，受害的

是一些老人、病人，社会反映强烈，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整

治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是一项关系最广大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的重要任务。为全面落实《食品安全法》和“四个最严”

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对食品保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履行主体责任

的监管，严厉打击违规营销、虚假宣传产品功效、误导和欺骗消

费者等违法行为，推动各地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强化企业守法诚

信意识，营造健康有序的市场经营环境，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

益和消费安全，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牵头、联合 9部门印发了《食

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方案》，在全国开展食品保健食

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工作。这是近年来，参与部门最多、时间

跨度最长、涉及范围最广的一次专项行动。

5.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的重点问题有哪些？

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治理以下 5类违法违规行为：一是未经许可生产、经营、进口食

品和保健食品行为；二是食品和保健食品标签虚假标识声称行为；

三是利用网络、会议营销、电视购物、直销、电话营销等方式违

法营销宣传、欺诈销售食品和保健食品行为；四是未经审查发布

保健食品广告以及发布虚假违法食品和保健食品广告行为；五是

其他涉及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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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重点对象有哪些？

整治的对象包括食品、保健食品生产、经营、进口单位，第

三方平台经营者和相关方，以及广告发布单位，涵盖了食品、保

健食品生产经营销售的全环节。

7.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工作措施有哪些？

对于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工作，按照国务院食

品安全办等部门的统一部署和安排，各地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认真开展摸底排查。各地要制定翔实的排查计划，一个

企业、一个产品、一个广告、一个会销都不放过。对发现的违法

违规行为严厉打击，涉嫌犯罪的及时移交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对排查发现的问题，认真分析原因，找出解决办法。本级

解决不了的，报告上级部门。

二是有针对性地开展抽样检验。重点对涉嫌非法添加、非法

声称产品功效产品进行抽样检验，特别是要加大对网络销售、会

议销售、电视购物、电话营销产品的抽检力度，重点抽检非食用

物质、农兽药残留、微生物污染、重金属污染、功效成分及标志

性成分、胶囊壳中的铬含量。对检查和抽检发现的问题，要查清

产品来源和流向，查清生产经营者违法事实，依法从严处罚；涉

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三是加大广告违法和虚假宣传的监管处罚力度。强化广告的

事中事后监管，对于未经审查发布保健食品广告，以及涉及欺诈

和虚假宣传的食品、保健食品广告，要责令停止播出、下线，并

通报相关部门依法调查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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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责任。

四是做好科普宣传引导。通过科普宣传，引导消费者树立正

确的健康养生意识，提高对虚假宣传、消费欺诈的辨识能力。要

联合新闻媒体和行业组织，加强正面引导，鼓励消费者投诉举报，

及时揭露和曝光违法行为，公开监管执法信息，实施联合惩戒。

动真碰硬，查办一批有影响的案件。案件办理要处罚到人。

8.在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期间，如何抓好案件

处理，有力震慑食品、保健食品违法生产经营者？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地方各级食品药品监管、市场监管

等部门要恪尽职守，狠抓落地办案，震慑违法生产经营者。

一是从严查处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违法案件处理

工作。各地要通过摸底排查、抽检监测、投诉举报、媒体广告等

多种途径，主动收集违法线索，深入开展调查取证，对未经许可

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不按照批准内容生产、擅自改变生产工

艺、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声称疾病预防或治疗功能、标签标识

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一律从严处罚，严格依法处罚到人。

同时，要追溯涉案食品生产源头，查清销售流向，涉及其他地区

的要及时通报，进行全链条打击，彻底摧毁违法食品生产销售网

络。

二是有效控制涉案食品保健食品。对涉案食品要及时采取控

制措施，监督企业召回涉案食品，暂停销售，依法处置，防止再

次流入市场。对通过互联网销售涉案食品的，要责成第三方平台

停止发布涉案食品销售信息，加强网络巡查，发现涉案食品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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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措施。

三是加强部门沟通。在案件查办过程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和地方食品药品监管、市场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与工业信息化、

公安、商务、工商、质检、网信、海关等部门的沟通合作，对违

反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的违法行为，及时作出处罚，对涉及违法

广告及电视台、报刊、互联网交易平台等第三方平台运营商的，

及时移送监管执法部门查处；对涉外网站，转请互联网信息管理

部门核实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9.《食品安全法》对预包装食品（含保健食品）标签标识禁

止虚假宣传，有哪些条款作出了规定？

《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规定，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

说明书，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生

产经营者对其提供的标签、说明书的内容负责。食品和食品添加

剂的标签、说明书应当清楚、明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事项应

当显著标注，容易辨识。食品和食品添加剂与其标签、说明书的

内容不符的，不得上市销售。

《食品安全法》第七十八条规定，保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

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内容应当真实，与注册或者备案

的内容相一致，载明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功效成分或者标志

性成分及其含量等，并声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保健食品的功

能和成分应当与标签、说明书相一致。

10.保健食品广告除符合《食品安全法》有关食品广告的规

定之外，还应当声明什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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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九条规定，保健食品广告除应当

符合本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外，还应当声明“本品不能代

替药物”；其内容应当经生产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取得保健食品广告批准

文件。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公布并及时更新已经批准的保健食品广告目录以及批准的广告

内容。

11.《食品安全法》中对食品广告虚假宣传，有哪些条款作

出了规定？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三条，食品广告的内容应当真实

合法，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食品

生产经营者对食品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以及食品检验机

构、食品行业协会不得以广告或者其他形式向消费者推荐食品。

消费者组织不得以收取费用或者其他牟取利益的方式向消费者

推荐食品。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条，违反本法规定，在广告

中对食品作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或者发布未取得批准文件、

广告内容与批准文件不一致的保健食品广告的，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广告法》的规定给予处罚。

广告经营者、发布者设计、制作、发布虚假食品广告，使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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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或者其他虚假宣传

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与

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违反本法规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食品检验机构、

食品行业协会以广告或者其他形式向消费者推荐食品，消费者组

织以收取费用或者其他牟取利益的方式向消费者推荐食品的，由

有关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

予开除处分。

对食品作虚假宣传且情节严重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决定暂停销售该食品，并向社会公布；仍然销

售该食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

法所得和违法销售的食品，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12.对无证生产经营食品（含保健食品）行为，《食品安全法》

规定了哪些处罚措施？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

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

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用

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

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

倍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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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对明知从事无证生产经营食品（含保健食品）行为，仍

为其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其他条件的，《食品安全法》规定了

哪些处罚措施？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对明知从事未

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仍为其提供生产

经营场所或者其他条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罚款；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与食品、食

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14.《食品安全法》对标签标识虚假声称或者标签标识不规

范的行为，规定了哪些处罚措施？

（1）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违反本

法规定，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

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和生产经营未按规定注册的保健食品、特

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或者未按注册的产品

配方、生产工艺等技术要求组织生产；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

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

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2）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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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

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和生产经营转基因食品未按规

定进行标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

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

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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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但不

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下罚

款。

二、生产经营许可

15.生产经营食品是否需要申请许可？

《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

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

许可。但是，销售食用农产品，不需要取得许可。根据《食品生

产许可管理规定》第十条、《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九条的

规定，申请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应当先行取得营业执照等合法主

体资格，而后办理许可。

16.对超出经营项目范围销售食品保健食品的，监管执法部

门如何处罚？

对超出经营项目范围销售食品保健食品的，监管执法部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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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依法进行处罚。在实践中，如果经营者无许可证的，应按无证

处罚；如果经营者有许可证但其超越许可范围，按《食品经营许

可管理办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实施处罚。

17.许可机关受理但未核准，如果申请人以其已提出许可申

请为理由、即开始生产经营食品，监管执法部门该如何处理？

如果申请人提交了有关申请材料、许可机关已经受理，但该

申请人在未获有关准许生产经营证明材料就开始生产经营食品，

属于违法行为，监管执法部门应当对其实施处罚。根据《食品安

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

品生产经营活动，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

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

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

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

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18.取得食品生产许可的食品生产者，通过网络销售其生产

的食品，及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食品经营者通过网络销售其制作

加工的食品，是否需要取得许可？

根据《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

取得食品生产许可的食品生产者，通过网络销售其生产的食品，

不需要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食品经营者通过

网络销售其制作加工的食品，不需要取得食品生产许可。

19.对伪造、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转让食品生产经营

许可证的，监管执法部门怎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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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和《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的规定，对伪造、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转让食品生产经营

许可证的行为，应当由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1万元

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20.对食品许可申请人隐瞒真实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申请食

品生产经营许可的行为，监管执法部门如何对其实施处罚？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和《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中，

对许可申请人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食品生产经

营许可的，都作出规定，对此类行为应当由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申请人在 1年内不得再次申请食品生

产经营许可。

21.保健食品注册申请人或备案人提交虚假资料，该如何处

罚？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保健食品、特殊医学

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注册人或者备案人应当对其提

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根据《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第七条（二）规定，

保健食品注册申请人或者备案人应当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完

整性、可溯源性负责，并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根

据该办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保健食品备案材料虚假的，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取消保健食品备案。该《办法》第七十条明确，

注册申请人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注册的，国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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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不予受理或者不予注册，并给予警告；申请

人在 1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该保健食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22.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者而言，可能获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

电子证书与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书，是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017年 11月 17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印发的《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37号令）明确对《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等规章的部分条款作以下修改。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增加第六十二条：“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制作的食品生产许可电子证书与印制的食品生产许

可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增加第五十六条：“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制作的食品经营许可电子证书与印制的食品经营许

可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标签标识

23.预包装食品标签中应当标明哪些事项？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六十九条和《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28050-2011）、《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标识通则》（GB29924-2013）的规定，预

包装食品包装的标签应当标明下列事项：（一）名称、规格、净

含量、生产日期；（二）成分或者配料表；（三）生产者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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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联系方式；（四）保质期；（五）产品标准代号；（六）贮

存条件；（七）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国家标准中的通用名称；

（八）生产许可证编号；（九）营养标签[能量、核心营养素（蛋

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值及其占营养素参考值

（NRV）的百分比]；（十）特殊膳食食品的食用方法和适宜人群；

（十一）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应当标明的其他事项。

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其标签还应当标明

主要营养成分及其含量。

生产经营转基因食品应当按照规定显著标示。

24.哪些情况下预包装食品标示内容可以豁免？

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7718-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食用食

品标签通则》（GB13432-201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

剂标识通则》（GB29924-2013）的规定，下列情况可以豁免标示

内容：

（一）可以免除标示保质期：酒精度大于等于 10%的饮料酒；

食醋；食用盐；固态食糖类；味精。

（二）当预包装食品包装物或包装容器的最大表面面积小于

10cm2时，可以只标示产品名称、净含量、生产者（或经销商）

的名称和地址。

（三）下列预包装食品豁免强制标示营养标签：

—生鲜食品，如包装的生肉、生鱼、生蔬菜和水果、禽蛋等；

—乙醇含量≥0.5%的饮料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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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总表面积≤100cm2 或最大表面面积≤20cm2 的食品；

—现制现售的食品；

—包装的饮用水；

—每日食用量≤10 g 或 10 mL 的预包装食品。

25.食品、保健食品生产经营者开展网络销售，法律法规要

求其应当在网站或网页显著位置上公示哪些材料？

根据《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十八条，通过第

三方平台进行交易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在其经营活动主页面

显著位置公示其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通过自建网站交易的食品

生产经营者应当在其网站首页显著位置公示营业执照、食品生产

经营许可证。

根据《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十九条，入网销

售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的食品生

产经营者，除依照本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公示相关信息外，还应

当依法公示产品注册证书或者备案凭证，持有广告审查批准文号

的还应当公示广告审查批准文号，并链接至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网站对应的数据查询页面。保健食品还应当显著标明“本品不

能代替药物”。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中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不

得进行网络交易。

26.对委托生产的食品标签标志，法律法规要求应当对其怎

样进行标注？

委托生产的食品标签标志除应符合《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

条例中有关标签标识的规定之外，还应符合《食品标识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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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

第 4.1.6.1.3的相关规定。

根据《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第八条，受委托生产加工食品且

不负责对外销售的，应当标注委托企业的名称和地址；对于实施

生产许可证管理的食品，委托企业具有其委托加工的食品生产许

可证的，应当标注委托企业的名称、地址和被委托企业的名称，

或者仅标注委托企业的名称和地址。

除应遵守委托相关的标识之外，还应遵循《食品标识管理规

定》中相关食品标识的其他规定，如《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第七

条规定，食品标识应当标注食品的产地，食品产地应当按照行政

区划标注到地市级地域等。

27.保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等内容有何要求？

保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内

容应当真实，与注册或者备案的内容相一致，载明适宜人群、不

适宜人群、功效成分或者标志性成分及其含量等，并声明“本品

不能代替药物”。保健食品的功能和成分应当与标签、说明书相

一致。

28.《关于规范保健食品功能声称标识的公告》对保健食品

的标签、说明书等有何规定？

根据《关于规范保健食品功能声称标识的公告》（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2018年 2月 13日发布）和《＜关于规范保健

食品功能声称标识的公告＞（2018年第 23号）有关问题的解读》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18年 4月 17日发布）的要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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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人群食用评价的保健食品（营养素补充剂产品除外），应在

标签、说明书“保健功能”项下保健功能声称前增加“本品经动物

实验评价”的字样。标注为“[保健功能]本品经动物实验评价，具

有 XXX的保健功能”。（2）已批准上市的保健食品，其保健功能

均经过人群食用评价的，在新的评价技术要求及标识规定发布实

施前，原保健功能声称的标识不变。涉及多项保健功能声称的保

健食品，应根据动物实验评价及人群食用评价情况，按上述要求

分别进行标注。例如，保健功能“A”，仅经动物实验评价；保健

功能“B”，仅经人群食用评价；保健功能“C”，经动物实验及人群

食用评价。标注为“[保健功能]A、B、C（经动物实验评价，具

有 A的保健功能）”。（3）营养素补充剂产品不涉及动物实验和

人群食用评价，保健功能声称标识不变，标注为“[保健功能]补充

XXX”。（4）申请人应按公告要求自行修改标签、说明书，无需

单独针对此项内容提出变更申请。（5）自 2021年 1月 1日起，

未按上述要求修改标签说明书的，按《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查

处。“自 2021 年 1月 1日起”，系指未按上述要求修改标签说明

书的保健食品的销售截止日期。

29.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名称有何要求？

根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的名称应当反映食品的真实属性，使用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规定的分类名称或者等效名称。

30.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标签和说明书有何规定？

根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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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条的规定，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标签，应当符合《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的规定。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标签和说明书的内容应当一致，涉及特

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证书内容的，应当与注册证书内容一致，

并标明注册号。标签已经涵盖说明书全部内容的，可以不另附说

明书。标签、说明书应当真实准确、清晰持久、醒目易读。不得

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生产企业对其提

供的标签、说明书的内容负责。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标签、说明书应当按照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的规定在醒目位置标示下列内容：（1）请在医生或者临床营

养师指导下使用；（2）不适用于非目标人群使用；（3）本品禁止

用于肠外营养支持和静脉注射。

31.食品标签明示或者暗示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监管

执法部门该怎么处置？

食品标签明示或者暗示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违反了《食

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监管执法部门应当依据《食品安

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32.进口食品标签有什么要求？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进口的预包装食品、

食品添加剂应当有中文标签，还应当有中文说明书。标签、说明

书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法》以及我国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并载明食品的原产地以及境内代理

商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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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对标签不合格的进口食品销售方及食品进口方，监管执

法部门如何对其进行处理？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进口食品销售方

及进口方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

规定的食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

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

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

一万元的，并处五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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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令

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如果经营的进口食品标签、说明书

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二千元以下罚款。

34.《食品安全法》对保健食品声称保健功能有什么要求？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保健食品声称保健功

能，应当具有科学依据，不得对人体产生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

危害。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和允许保健食品声称的保健功能目录，

由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国家

中医药管理部门制定、调整并公布。

保健食品非法功能声称主要包括：普通食品声称保健功能；

保健食品未按批准的功能进行声称；食品保健食品声称具有疾病

预防、治疗功能；没有科学依据的功能声称等。

35.食品标签中有明示或者暗示具有预防、治疗疾病的违法

行为，有哪些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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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预包装食品

标签通则》等法律法规、标准和制度的要求，在食品标签中，属

明示或暗示具有预防、治疗疾病作用的表现，主要有：（一）明

示或者暗示具有预防、治疗疾病作用的；（二）非保健食品明示

或者暗示具有保健作用的；（三）以欺骗或者误导的方式描述或

者介绍食品的；（四）声称食品、保健食品可以替代药品等。

36.销售标注伪造、冒用的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

农产品等认证标志的食用农产品该怎么处罚？

根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0号公布）的规定，对销售“标注虚

假的食用农产品产地、生产者名称、生产者地址，或者标注伪造、

冒用的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的”，由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改正，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37.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对加强食用植物油标签标识管理作出了什么新规定？

2018 年 6 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关于加强食用植物油标识管理的公告

（2018年第 16号）》中明确：（一）食用植物油的标签、说明书

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标识管理规定》

以及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标注。食用植物油标签、说明

书不得含有虚假内容，生产经营者对其提供的标签、说明书内容

负责。（二）食用植物油的名称应当反映食用植物油的真实属性。

单一品种食用植物油应当使用该种食用植物油的规范名称，不得

掺有其他品种油脂。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食用植物油调配制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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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油脂，产品名称应当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GB

2716-2018）的规定，标注为“食用植物调和油”，并在标签上注

明各种食用植物油的比例。（三）转基因食用植物油应当按照规

定在标签、说明书上显著标示。对我国未批准进口用作加工原料

且未批准在国内商业化种植，市场上并不存在该种转基因作物及

其加工品的，食用植物油标签、说明书不得标注“非转基因”字样。

企业在 2018年 12月 21日之前依法生产的食用植物油，允许销

售到保质期结束。

四、特殊食品

38.什么是特殊食品？

《食品安全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特殊食品”是指保健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等。

39.保健食品的名称是如何命名的？

根据《保健食品注册与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 ，保健食品

的名称由商标名、通用名和属性名组成。

商标名，是指保健食品使用依法注册的商标名称或者符合

《商标法》规定的未注册的商标名称，用以表明其产品是独有的、

区别于其他同类产品。

通用名，是指表明产品主要原料等特性的名称。

属性名，是指表明产品剂型或者食品分类属性等的名称。

40.保健食品名称不得含有哪些内容？

根据《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第五十七条，保健食

品名称不得含有下列内容：（一）虚假、夸大或者绝对化的词语；

（二）明示或者暗示预防、治疗功能的词语；（三）庸俗或者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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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封建迷信色彩的词语；（四）人体组织器官等词语；（五）除“ ”

之外的符号；（六）其他误导消费者的词语。另外，保健食品名

称不得含有人名、地名、汉语拼音、字母及数字等，但注册商标

作为商标名、通用名中含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含字母及数字的原料

名除外。

41.保健食品通用名不得含有哪些内容？

根据《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通用名

不得含有下列内容：（一）已经注册的药品通用名，但以原料名

称命名或者保健食品注册批准在先的除外；（二）保健功能名称

或者与表述产品保健功能相关的文字；（三）易产生误导的原料

简写名称；（四）营养素补充剂产品配方中部分维生素或者矿物

质；（五）法律法规规定禁止使用的其他词语。

42.申报保健食品生产许可，对申请者有哪些具体要求？

（1）申请新办保健食品生产企业

根据《保健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的规定，保健食品生产

许可申请人应当是取得《营业执照》的合法主体，符合《食品生

产许可管理办法》要求的条件，填报《食品生产许可申请书》，

向其所在地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1 食品生产许可申请书

2 营业执照复印件

3 保健食品注册证明文件或备案证明

4 产品配方和生产工艺等技术材料

5 产品标签、说明书样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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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产场所及周围环境平面图

7
各功能区间布局平面图（标明生产操作间、主要设备布局以及

人流物流、净化空气流向）

8 生产设施设备清单

9 保健食品质量管理规章制度

10 保健食品生产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11 保健食品委托生产的，提交委托生产协议

12
申请人申请保健食品原料提取物生产许可的，应提交保健食品

注册证明文件或备案证明，以及经注册批准或备案的该原料提

取物的生产工艺、质量标准

13
申请人申请保健食品复配营养素生产许可的，应提交保健食品

注册证明文件或备案证明，以及经注册批准或备案的复配营养

素的产品配方、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等材料

14
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保健食品生产许可申请的，代理人应当提

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15 与保健食品生产许可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申请人应参照下列分类目录填报申请保健食品品种明细

保健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
类别名称 类别编号 品种明细

片剂 2701 具体品种

粉剂 2702 具体品种

颗粒剂 2703 具体品种

茶剂 2704 具体品种

硬胶囊剂 2705 具体品种

软胶囊剂 2706 具体品种

口服液 2707 具体品种

丸剂 2708 具体品种

膏剂 2709 具体品种

饮料 2710 具体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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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剂 2711 具体品种

饼干类 2712 具体品种

糖果类 2713 具体品种

糕点类 2714 具体品种

液体乳类 2715 具体品种

原料提取物 2716 原料提取物名称

复配营养素 2717
维生素或矿物质预混料具体品

种

其他类别 2718 具体品种

（2）委托生产

保健食品委托生产的，委托方应是保健食品注册证书持有人，

委托方应能够完成委托生产品种的全部生产过程。委托生产的保

健食品，标签说明应当标注委托双方的企业名称、地址以及受托

方许可证编号等内容。保健食品的原注册人可以对转备案保健食

品进行委托生产。

43．保健食品注册申请人或者备案人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根据《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第七条 ，保健食品

注册申请人或者备案人应当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熟悉保健食品

注册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要求。

保健食品注册申请人或者备案人应当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

性、完整性、可溯源性负责，并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

任。

保健食品注册申请人或者备案人应当协助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开展与注册或者备案相关的现场核查、样品抽样、复核检

验和监督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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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哪些保健食品应当申请注册？

根据《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第九条，生产和进口

下列保健食品应当申请注册：（一）使用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以外

原料（以下简称目录外原料）的保健食品；（二）首次进口的保

健食品（属于补充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物质的保健食品除外）。

首次进口的保健食品，是指非同一国家、同一企业、同一配方申

请中国境内上市销售的保健食品。

45．哪些保健食品应当依法备案？

根据《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生产和

进口下列保健食品应当依法备案：（一）使用的原料已经列入保

健食品原料目录的保健食品；（二）首次进口的属于补充维生素、

矿物质等营养物质的保健食品。首次进口的属于补充维生素、矿

物质等营养物质的保健食品，其营养物质应当是列入保健食品原

料目录的物质。

46.保健食品注册时，申请人应当提交哪些材料？

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和《保健食品注册与

备案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保健食品注册时应提交（一）

保健食品注册申请表，以及申请人对申请材料真实性负责的法律

责任承诺书；（二）注册申请人主体登记证明文件复印件；（三）

产品研发报告，包括研发人、研发时间、研制过程、中试规模以

上的验证数据，目录外原料及产品安全性、保健功能、质量可控

性的论证报告和相关科学依据，以及根据研发结果综合确定的产

品技术要求等；（四）产品配方材料，包括原料和辅料的名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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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生产工艺、质量标准，必要时还应当按照规定提供原料使

用依据、使用部位的说明、检验合格证明、品种鉴定报告等；（五）

产品生产工艺材料，包括生产工艺流程简图及说明，关键工艺控

制点及说明；（六）安全性和保健功能评价材料，包括目录外原

料及产品的安全性、保健功能试验评价材料，人群食用评价材料；

功效成分或者标志性成分、卫生学、稳定性、菌种鉴定、菌种毒

力等试验报告，以及涉及兴奋剂、违禁药物成分等检测报告；（七）

直接接触保健食品的包装材料种类、名称、相关标准等；（八）

产品标签、说明书样稿；产品名称中的通用名与注册的药品名称

不重名的检索材料；（九）3个最小销售包装样品；（十）其他与

产品注册审评相关的材料。

47.保健食品备案时，申请人应当提交哪些材料？

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和《保健食品注册与

备案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保健食品备案时，除应当提

交保健食品注册要求的第（四）、（五）、（六）、（七）、（八）项规

定的材料外，还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保健食品备案登记表，

以及备案人对提交材料真实性负责的法律责任承诺书；（二）备

案人主体登记证明文件复印件；（三）产品技术要求材料；（四）

具有合法资质的检验机构出具的符合产品技术要求全项目检验

报告；（五）其他表明产品安全性和保健功能的材料。

48.何为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

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是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根据申请，依照《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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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对申请注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进行

审评，并决定是否准予注册的活动。

49.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的申请人应当具备哪些条

件？

根据《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第七条，婴

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申请人应当为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生产并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的生产企业或者拟向中华人民

共和国出口婴幼儿配方乳粉的境外生产企业，应当具备与所生产

婴幼儿配方乳粉相适应的研发能力、生产能力、检验能力，符合

粉状婴幼儿配方食品良好生产规范要求，实施危害分析与关键控

制点体系，对出厂产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婴幼儿配方乳粉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项目实施逐批检验。

50.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时应当提交哪些材料？

依据《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一条和《婴幼儿配方乳粉注册管

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婴幼儿配方乳粉的产品配方注册时，应

提交下列材料：（一）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申请书；（二）

申请人主体资质证明文件；（三）原辅料的质量安全标准；（四）

产品配方研发报告；（五）生产工艺说明；（六）产品检验报告；

（七）研发能力、生产能力、检验能力的证明材料；（八）其他

表明配方科学性、安全性的材料。

51.何为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是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根据申请，依照《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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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和要求，对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产品配方、生产工艺、

标签、说明书以及产品安全性、营养充足性和特殊医学用途临床

效果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准予注册的活动。

52.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申请人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根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管理办法》第八条，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申请人应当为拟在我国境内生产并销售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生产企业和拟向我国境内出口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的境外生产企业，应当具备与所生产特殊医学用

途配方食品相适应的研发、生产能力，设立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研发机构，配备专职的产品研发人员、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食

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按照良好生产规范要求建立与所生产食品

相适应的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具备按照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国

家标准规定的全部项目逐批检验的能力。

研发机构中应当有食品相关专业高级职称或者相应专业能

力的人员。

53.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时应当提交哪些材料？

依据《食品安全法》第八十条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

册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时，应

提交下列材料：（一）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申请书；（二）

产品研发报告和产品配方设计及其依据；（三）生产工艺资料；

（四）产品标准要求；（五）产品标签、说明书样稿；（六）试验

样品检验报告；（七）研发、生产和检验能力证明材料；（八）其

他表明产品安全性、营养充足性以及特殊医学用途临床效果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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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申请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注册，还应当提交临床试验报告。

54.申请保健食品原料提取物和复配营养素生产许可的，申

请人应当提交哪些书面材料？

根据《保健食品注册与管理办法》的要求和《保健食品生产

许可审查细则》2.1.5 的要求，申请人申请保健食品原料提取物

和复配营养素生产许可的，应提交保健食品注册证明文件或备案

证明，以及注册证明文件或备案证明载明的该原料提取物的生产

工艺、质量标准，注册证明文件或备案证明载明的该复配营养素

的产品配方、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等材料。

五、进口食品

55.《食品安全法》对进口食品有什么要求？

《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二条规定，进口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产品应当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进口的食品、食

品添加剂应当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依照进出口商品检验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检验合格。进口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应当

按照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的要求随附合格证明材料。

56.进口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食品，如何办理此类事项？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进口无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的食品，由境外出口商、境外生产企业或者其委托的进口

商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提交所执行的相关国家（地区）标准或

者国际标准，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对相关标准进行审查，认为符

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决定暂予适用，并及时制定相应的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57.食品保健食品进口商的主体责任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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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四条和九十六条，向我国境内出

口食品的境外出口商或者代理商、进口食品的进口商应当向国家

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备案，向我国境内出口食品的境外食品生产

企业应当经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注册。进口商应当建立境外

出口商、境外生产企业审核制度，重点审核前款规定的内容；审

核不合格的，不得进口。发现进口食品不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进口商应当立即停止

进口，并依照《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召回。

六、虚假宣传、欺诈销售及广告审查与监管

58.何为虚假广告？

根据《广告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

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广告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为虚假广告：（一）商品或者服务不存在的；（二）商品的

性能、功能、产地、用途、质量、规格、成分、价格、生产者、

有效期限、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或者服务的内容、提供

者、形式、质量、价格、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以及与商

品或者服务有关的允诺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对购买行为有实

质性影响的；（三）使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科研成果、

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信息作证明材料的；（四）

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效果的；（五）以虚假或者引人误

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其他情形。

59.消费者防范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违法违规行为，

应当注意哪些？

为帮助消费者科学理性选购食品和保健食品，防范欺诈和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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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宣传违法违规行为,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关于

防范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行为的消费提示》，提示消

费者在食品保健食品识假防骗应主要关注：

一看销售场所资质。到证照齐全的正规场所购买产品，特别

要注意有没有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通过网络、会议、电

视、直销和电话等方式购买产品，也应先行确认资质信息。

二查外包装和说明书。仔细查看外包装标签标识产品相关信

息，做好“四不”：不要购买无厂名、厂址、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

产品；不要购买标签上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号的预包装食品；不

要购买标签或说明书中提及可以预防疾病、有治疗功能的产品；

不要购买标签上没有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但声称是保健食品的产

品。

三辨广告和宣传内容。科学、理性看待食品、保健食品广告

和宣传，凡声称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的，一律不要购买；保健食

品广告中未声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的，一律不要购买；不要盲

目参加任何以产品销售为目的的知识讲座、专家报告等。

60.办理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案件，需现场检查经

营场所时，监管执法部门可对当事人采取哪些行政措施？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以及《广告法》第四十

九条的规定，县级以上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或对涉嫌从事违法广告

活动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询问涉嫌违法当事人或者其法

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其他有关人员，对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进

http://www.so.com/s?q=%E8%B4%A8%E9%87%8F%E7%9B%91%E7%9D%A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B7%A5%E5%95%86%E8%A1%8C%E6%94%BF%E7%AE%A1%E7%90%8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A3%9F%E5%93%81%E5%AE%89%E5%85%A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9C%BA%E6%89%80&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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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查；（三）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

资料；（四）对生产经营的食品进行抽样检验，查封、扣押有证

据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五）查封违法从事食品生

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61.如何识别违法保健食品广告？

《广告法》第十八条和《保健食品广告审查暂行规定》第八

条，对虚假广告以及保健食品广告不得出现情形和内容作出了规

定。

（1）《广告法》第十八条对虚假广告规定了以下情形，主要

有：（一）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二）涉及疾病预

防、治疗功能；（三）声称或者暗示广告商品为保障健康所必需；

（四）与药品、其他保健食品进行比较；（五）利用广告代言人

作推荐、证明；（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保

健食品广告应当显著标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2）《保健食品广告审查暂行规定》第八条规定了保健食品

广告不得出现的情形和内容，主要有：含有使用该产品能够获得

健康的表述；通过渲染、夸大某种健康状况或者疾病，或者通过

描述某种疾病容易导致的身体危害，使公众对自身健康产生担忧、

恐惧，误解不使用广告宣传的保健食品会患某种疾病或者导致身

体健康状况恶化；用公众难以理解的专业化术语、神秘化语言、

表示科技含量的语言等描述该产品的作用特征和机理；利用和出

现国家机关及其事业单位、医疗机构、学术机构、行业组织的名

义和形象，或者以专家、医务人员和消费者的名义和形象为产品

功效作证明；含有无法证实的所谓“科学或研究发现”、“实验或

http://www.so.com/s?q=%E5%90%88%E5%90%8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B4%A6%E7%B0%B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94%9F%E4%BA%A7%E7%BB%8F%E8%90%A5&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8A%BD%E6%A0%B7%E6%A3%80%E9%AA%8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AF%81%E6%8D%AE&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AF%81%E6%8D%AE&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A3%9F%E5%93%81%E5%AE%89%E5%85%A8%E6%A0%87%E5%87%8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94%9F%E4%BA%A7%E7%BB%8F%E8%90%A5%E6%B4%BB%E5%8A%A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94%9F%E4%BA%A7%E7%BB%8F%E8%90%A5%E6%B4%BB%E5%8A%A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33

数据证明”等方面的内容；夸大保健食品功效或扩大适宜人群范

围，明示或者暗示适合所有症状及所有人群；利用封建迷信进行

保健食品宣传的；宣称产品为祖传秘方；含有无效退款、保险公

司保险等内容的；含有“安全”、“无毒副作用”、“无依赖”等承诺

的；含有最新技术、最高科学、最先进制法等绝对化的用语和表

述的；含有有效率、治愈率、评比、获奖等综合评价内容的；直

接或者间接怂恿任意、过量使用保健食品的。

（3）保健食品广告信息不全（保健食品广告必须标明保健

食品产品名称、保健食品批准文号、保健食品广告批准文号、保

健食品标识、保健食品不适宜人群），未说明忠告性用语（本品

不能代替药物）的，也应当被视为违法保健食品广告。

综上所述，凡含有以上相关内容的，可认定其为违法保健食

品广告。

62.“广告”中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方，分别指的是

什么？

根据《广告法》第二条，广告主是指为推销商品或者服务，

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设计、制作、发布广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广告经营者是指接受委托提供广告设计、制作、代理服

务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广告发布者是指为广告主或者

广告主委托的广告经营者发布广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63.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

布食品、保健食品广告的，监管执法部门该怎么处罚？

此类行为违反了《广告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广播电台、电

视台、报刊音像出版单位、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以介绍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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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

广告）。

根据《广告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变相发布保健食品广告

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对广告发布者处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

根据《广告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

音像出版单位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食品、保健

食品广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法给予处罚的，应当通报新

闻出版广电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新闻出版广电部门以及其他

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

处分；情节严重的，并可以暂停媒体的广告发布业务。

64.发布保健食品广告，申请人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根据《保健食品广告审查暂行规定》第三条规定，申请发布

保健食品广告需要具备的条件：发布保健食品广告的申请人必须

是保健食品批准证明文件的持有者或者其委托的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

65.国产保健食品广告发布申请人，应当向哪一级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根据《保健食品广告审查暂行规定》第四条规定，国产保健

食品广告的发布申请，应当向批准证明文件持有者所在地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

66.进口保健食品广告发布申请人，应当向哪一级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提出？

根据《保健食品广告审查暂行规定》第四条规定，进口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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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广告的发布申请，应当由该产品境外生产企业驻中国境内办

事机构或者该企业委托的代理机构，向其所在地省、自治区、直

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

67.申请发布保健食品广告，应当提交什么资料？

根据《保健食品广告审查暂行规定》第五条规定，申请发布

保健食品广告，应当提交以下文件和资料：

（一）《保健食品广告审查表》；

（二）与发布内容一致的样稿（样片、样带）和电子化文件；

（三）保健食品批准证明文件复印件；

（四）保健食品生产企业的《卫生许可证》复印件；

（五）申请人和广告代办人的《营业执照》或主体资格证明

文件、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如有委托关系，应提交相关的委托

书原件；

（六）保健食品的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和实际使用的包

装；

（七）保健食品广告出现商标、专利等内容的，必须提交相

关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八）其他用以确认广告内容真实性的有关文件；

（九）宣称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真实性的声明。

提交本条规定的复印件，需加盖申请人的签章。

68.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如何对保健食品广告实施审查？

根据《保健食品广告审查暂行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省、自

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对申

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以及广告内容进行审查，并在 2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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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作出是否核发保健食品广告批准文号的决定。对审查合格的保

健食品广告申请，发给保健食品广告批准文号，同时将《保健食

品广告审查表》抄送同级广告监督机关备案。对审查不合格的保

健食品广告申请，应当将审查意见书面告知申请人，说明理由并

告知其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审查批准的《保

健食品广告审查表》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

69.保健食品广告的审查机关是哪个部门？保健食品批准文

件的格式是怎样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

内保健食品广告的审查工作。

保健食品广告批准文号为“X食健广审（X1）第 X2号”。其

中“X”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简称；“X1”代表视、声、文；“X2”

由十位数字组成，前六位代表审查的年月，后 4位代表广告批准

的序号。

70.对发布违法食品保健食品广告的网络第三方平台，依据

《广告法》的规定应当对当事人实施怎样的处罚？

对于违法宣传食品、保健食品广告第三方平台，《广告法》

第四十五条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对其明知或者应知的利

用其场所或者信息传输、发布平台发送、发布违法广告的，应当

予以制止。违反第四十五条规定，依据《广告法》第六十四条的

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活动违法不予

制止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万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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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五

万元的，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有

关部门依法停止相关业务。

七、非法添加及检测

71.对于食品保健食品非法添加行为，监管执法部门如何实

施处罚？

对食品非法添加行为，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

的规定进行处罚，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并可以没

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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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添加行为如构成犯罪，应按照《刑法》相关规定，以生

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罪等罪名追究刑事责任。

72.原卫生部公布的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有哪些品

种？

人参、人参叶、人参果、三七、土茯苓、大蓟、女贞子、山

茱萸、川牛膝、川贝母、川芎、马鹿胎、马鹿茸、马鹿骨、丹参、

五加皮、五味子、升麻、天门冬、天麻、太子参、巴戟天、木香、

木贼、牛蒡子、牛蒡根、车前子、车前草、北沙参、平贝母、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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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生地黄、生何首乌、白及、白术、白芍、白豆蔻、石决明、

石斛（需提供可使用证明）、地骨皮、当归、竹茹、红花、红景

天、西洋参、吴茱萸、怀牛膝、杜仲、杜仲叶、沙苑子、牡丹皮、

芦荟、苍术、补骨脂、诃子、赤芍、远志、麦门冬、龟甲、佩兰、

侧柏叶、制大黄、制何首乌、刺五加、刺玫果、泽兰、泽泻、玫

瑰花、玫瑰茄、知母、罗布麻、苦丁茶、金荞麦、金樱子、青皮、

厚朴、厚朴花、姜黄、枳壳、枳实、柏子仁、珍珠、绞股蓝、胡

芦巴、茜草、荜茇、韭菜子、首乌藤、香附、骨碎补、党参、桑

白皮、桑枝、浙贝母、益母草、积雪草、淫羊藿、菟丝子、野菊

花、银杏叶、黄芪、湖北贝母、番泻叶、蛤蚧、越橘、槐实、蒲

黄、蒺藜、蜂胶、酸角、墨旱莲、熟大黄、熟地黄、鳖甲。

73.原卫生部公布的保健食品禁用物品名单，有哪些品种？

八角莲、八里麻、千金子、土青木香、山莨菪、川乌、广防

己、马桑叶、马钱子、六角莲、天仙子、巴豆、水银、长春花、

甘遂、生天南星、生半夏、生白附子、生狼毒、白降丹、石蒜、

关木通、农吉痢、夹竹桃、朱砂、米壳（罂粟壳）、红升丹、红

豆杉、红茴香、红粉、羊角拗、羊踯躅、丽江山慈姑、京大戟、

昆明山海棠、河豚、闹羊花、青娘虫、鱼藤、洋地黄、洋金花、

牵牛子、砒石（白砒、红砒、砒霜）、草乌、香加皮（杠柳皮）、

骆驼蓬、鬼臼、莽草、铁棒槌、铃兰、雪上一枝蒿、黄花夹竹桃、

斑蝥、硫磺、雄黄、雷公藤、颠茄、藜芦、蟾酥。

74.保健食品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有哪些品种？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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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名单（第一批）》(食药监办保化〔2012〕33号)，保健食品

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如下：

保健食品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第一批）

序号 保健功能 可能非法添加物质名称

1 声称减肥功能产品 西布曲明、麻黄碱、芬氟拉明

2
声称辅助降血糖（调节

血糖）功能产品

甲苯磺丁脲、格列苯脲、格列齐特、格列吡嗪、格

列喹酮、格列美脲、马来酸罗格列酮、瑞格列奈、

盐酸吡格列酮、盐酸二甲双胍、盐酸苯乙双胍

3
声称缓解体力疲劳（抗

疲劳）功能产品

那红地那非、红地那非、伐地那非、羟基豪莫西地

那非、西地那非、豪莫西地那非、氨基他达拉非、

他达拉非、硫代艾地那非、伪伐地那非和那莫西地

那非等 PDE5型（磷酸二酯酶 5型）抑制剂

4
声称增强免疫力（调节

免疫）功能产品

那红地那非、红地那非、伐地那非、羟基豪莫西地

那非、西地那非、豪莫西地那非、氨基他达拉非、

他达拉非、硫代艾地那非、伪伐地那非和那莫西地

那非等 PDE5型（磷酸二酯酶 5型）抑制剂

5
声称改善睡眠功能

产品

地西泮、硝西泮、氯硝西泮、氯氮䓬、奥沙西泮、

马来酸咪达唑仑、劳拉西泮、艾司唑仑、阿普唑仑、

三唑仑、巴比妥、苯巴比妥、异戊巴比妥、司可巴

比妥、氯美扎酮

6
声称辅助降血压（调节

血脂）功能产品

阿替洛尔、盐酸可乐定、氢氯噻嗪、卡托普利、哌

唑嗪、利血平、硝苯地平

75.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下发的《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一）营

养素补充剂原料目录》，有哪些品种？

2016 年 12 月 27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公布的《保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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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目录（一）营养素补充剂原料目录》明确：

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一）

营养素补充剂原料目录

原料名称 每日用量 功效

营养

素

化合物

名称
标准依据 适用范围

功效

成分

适宜

人群
最低值 最高值

钙

碳酸钙
GB1886.214《碳酸钙（包

括轻质和重质碳酸钙）》
所有人群

Ca（以Ca计，
mg）

1—3 120 500

补充钙

醋酸钙 GB15572《乙酸钙》 4岁以上人群 4—6 150 700

氯化钙 GB1886.45《氯化钙》 所有人群 7—10 200 800

柠檬酸钙 GB17203《柠檬酸钙》 所有人群

11—13 250 1000

葡萄糖酸钙 GB15571《葡萄糖酸钙》 所有人群

乳酸钙 GB1886.21《乳酸钙》 4岁以上人群 14—17 200 800

磷酸氢钙 GB1886.3《磷酸氢钙》 所有人群 成人 200 1000

磷酸二氢钙 GB25559《磷酸二氢钙》 4岁以上人群

孕妇 200 800
磷酸三钙

（磷酸钙）
GB25558《磷酸三钙》 所有人群

硫酸钙 GB1886.6《硫酸钙》 所有人群

乳母 200 1000L-乳酸钙 GB25555 《L-乳酸钙》 所有人群

甘油磷酸钙 中国药典《甘油磷酸钙》 4岁以上人群

镁

碳酸镁 GB25587《碳酸镁》 所有人群

Mg（以Mg计，
mg）

4—6 30 200

补充镁
硫酸镁 GB29207《硫酸镁》 所有人群

7—10 45 250

11—13 60 300

氧化镁
GB1886.216《氧化镁（包

括重质和轻质）》
所有人群 14—17 65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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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名称 每日用量 功效

成人 65 350

氯化镁 GB25584《氯化镁》 所有人群

孕妇 70 350

乳母 70 400
L-苏糖酸镁

卫生计生委公告 2016年
第 8号

所有人群

钾

磷酸氢二钾 GB25561《磷酸氢二钾》 所有人群

K（以K计，

mg）

4—6 250 1200

补充钾

磷酸二氢钾 GB25560《磷酸二氢钾》 所有人群

7—10 300 1500

11—13 400 2000

氯化钾 GB25585《氯化钾》 所有人群 14—17 400 2200

柠檬酸钾 GB1886.74《柠檬酸钾》 所有人群

成人 400 2000

孕妇 400 2000

碳酸钾 GB25588《碳酸钾》 4岁以上人群 乳母 500 2400

锰

硫酸锰 GB29208《硫酸锰》 所有人群

Mn（以Mn
计，mg）

4—6 0.3 1.5

补充锰

7—10 0.5 2.5

11—13 0.6 3.5

葡萄糖酸锰 GB1903.7《葡萄糖酸锰》 所有人群

14—17 0.8 3.8

成人 1.0 4.0

孕妇 1.0 4.0

乳母 1.0 4.0

铁

葡萄糖酸亚铁 GB1903.10《葡萄糖酸亚铁》 所有人群

Fe（以 Fe
计，mg）

1—3 1.5 7.0

补充铁富马酸亚铁 中国药典《富马酸亚铁》 所有人群 4—6 2.0 8.0

硫酸亚铁 GB29211 《硫酸亚铁》 所有人群 7—10 2.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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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名称 每日用量 功效

乳酸亚铁 GB6781 《乳酸亚铁》 4岁以上人群

11—13 3.5 15.0

14—17 3.5 15.0

琥珀酸亚铁

国家药品标准

WS1-(X-005)-2001Z
《琥珀酸亚铁》

4岁以上人

群

成人 5.0 20.0

孕妇 5.0 20.0

乳母 5.5 20.0

锌

硫酸锌 GB25579 硫酸锌 所有人群

Zn（以 Zn
计，mg）

1—3 0.8 3.0

补充锌

柠檬酸锌 中国药典《枸橼酸锌》 所有人群 4—6 1.0 5.0

柠檬酸锌

（三水）

卫生计生委公告 2013年
第 9号

所有人群 7—10 1.5 6.0

葡萄糖酸锌 GB8820 《葡萄糖酸锌》 所有人群

11—13 1.5 8.0

14—17 2.0 10.0

氧化锌 GB1903.4《氧化锌》 所有人群

成人 3.0 15.0

孕妇 2.0 10.0

乳酸锌 GB1903.11《乳酸锌》 所有人群 乳母 2.0 10.0

硒

亚硒酸钠 GB1903.9《亚硒酸钠》 所有人群

Se（以 Se
计，µg）

4—6 5 30

补充硒

富硒酵母

国家药品标准

WS1-(x-005)-99Z《硒酵

母》

4岁以上人群

7—10 8 40

11—13 10 50

L-硒-甲基硒

代半胱氨酸

GB1903.12 《L-硒-甲基

硒代半胱氨酸》
4岁以上人群

14—17 10 60

成人 10 100

孕妇 10 60

乳母 15 80

铜 硫酸铜 GB29210《硫酸铜》 所有人群 Cu（以Cu计， 4—6 0.1 0.3 补充铜



43

原料名称 每日用量 功效

mg） 7—10 0.1 0.4

11—13 0.1 0.5

葡萄糖酸铜 GB1903.8《葡萄糖酸铜》 所有人群

14—17 0.2 0.6

成人 0.2 1.5

孕妇 0.2 0.7

乳母 0.3 1.0

维生素

A

醋酸视黄酯 GB14750《维生素 A》 所有人群

维生素 A

（以视黄

醇计，µg）

1—3 50 300

补充维

生素 A

4—6 60 400

棕榈酸视黄

酯

GB29943《棕榈酸视黄酯

（棕榈酸维生素 A）》
所有人群

7—10 80 500

11—13 100 700

β-胡萝卜素

GB8821《β-胡萝卜素》

所有人群

14—17 130 800

GB28310 《β-胡萝卜素》

（发酵法）
成人 160 800

卫生计生委 2012年第 6

号公告

孕妇 120 800

乳母 200 1200

维生素

D

维生素 D2
GB14755《维生素 D2（麦

角钙化醇）》
所有人群 维生素 D2

（以麦角

钙化醇

计,µg）维

生素 D3

（以胆钙

化醇

计,µg）

1—3 2.0 10.0

补充维

生素 D

4—6 2.0 15.0

7—10 2.0 15.0

11—13 2.0 15.0

维生素 D3 中国药典《维生素 D3》 所有人群

14—17 2.0 15.0

成人 2.0 15.0

孕妇 2.0 15.0

乳母 2.0 15.0

维生素 盐酸硫胺素 GB14751《维生素B1（盐酸 所有人群 维生素 B1 1—3 0.1 0.6 补充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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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名称 每日用量 功效

B1 硫胺素）》 （以硫胺

素计，mg）

生素 B14—6 0.2 1.5

7—10 0.2 1.5

11—13 0.3 2.0

硝酸硫胺素 中国药典《硝酸硫胺》 所有人群

14—17 0.3 2.0

成人 0.5 20.0

孕妇 0.3 2.5

乳母 0.3 2.5

维生素

B2

核黄素
GB14752《维生素 B2（核

黄素）》
所有人群

维生素 B2

（以核黄

素计，mg）

1—3 0.1 0.6

补充维

生素 B2

4—6 0.2 1.5

7—10 0.2 1.5

11—13 0.3 2.0

核黄素 5’-磷

酸钠

GB28301《核黄素 5’-磷

酸钠》
所有人群

14—17 0.3 2.0

成人 0.5 20.0

孕妇 0.3 2.5

乳母 0.3 2.5

维生素

B6
盐酸吡哆醇

GB14753《维生素B6（盐

酸吡哆醇）》
所有人群

维生素 B6

（以吡哆

醇计，mg）

1—3 0.1 0.6

补充维

生素 B6

4—6 0.2 1.5

7—10 0.2 1.5

11—13 0.3 2.0

14—17 0.3 2.0

成人 0.5 10.0

孕妇 0.3 2.5

乳母 0.3 2.5

维生素 氰钴胺 中国药典《维生素 B12》 所有人群 维生素 B12 1—3 0.2 1.0 补充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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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名称 每日用量 功效

B12 （以钴胺

素计，µg）

生素 B124—6 0.2 1.5

7—10 0.3 2.0

11—13 0.4 2.5

14—17 0.5 3.0

成人 0.5 10

孕妇 0.6 5.0

乳母 0.6 5.0

烟酸

（尼克

酸）

烟酸 GB14757《烟酸》 所有人群
烟酸（以烟

酸计，mg）

1—3 1.0 5.0

补充烟

酸

4—6 1.5 7.5

7—10 2.0 10.0

11—13 2.5 12.0

14—17 3.0 15.0

成人 3.0 15.0

孕妇 2.5 15.0

乳母 3.0 15.0

烟酰胺 中国药典《烟酰胺》 所有人群

烟酰胺（以

烟酰胺计，

mg）

1—3 1.0 7.0

4—6 1.5 9.0

7—10 2.0 13.0

11—13 2.5 15.0

14—17 3.0 18.0

成人 3.0 50.0

孕妇 2.5 15.0

乳母 3.0 18.0

叶酸 叶酸 GB15570《叶酸》 所有人群 叶酸（以叶 1—3 30 150 补充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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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名称 每日用量 功效

酸计，µg） 酸4—6 40 200

7—10 50 250

11—13 70 350

14—17 80 400

成人 80 500

孕妇 110 500

乳母 110 500

生物素 D-生物素

国家药品标准

WS-10001-(HD-1052)-20

02《D-生物素》

所有人群

生物素（以

生物素计，

µg）

1—3 3 15

补充生

物素

4—6 4 25

7—10 5 30

11—13 7 45

14—17 8 50

成人 10 100

孕妇 8 50

乳母 10 60

胆碱 酒石酸胆碱

国家药品标准

WS-10001-(HD-1250)-20

02《重酒石酸胆碱》

所有人群
胆碱(以胆

碱计，mg)

1—3 40 240

补充胆

碱

4—6 50 300

7—10 60 400

11—13 80 500

14—17 90 600

成人 100 1000

孕妇 80 500

乳母 10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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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名称 每日用量 功效

维生素

C

L-抗坏血酸
GB14754《维生素 C（抗

坏血酸）》
所有人群

维生素 C

（以 L-抗

坏血酸计，

mg）

1—3 6 60

补充维

生素 C

4—6 10 100

L-抗坏血酸

钠

GB1886.44《抗坏血酸

钠》
所有人群

7—10 10 100

11—13 15 150

L-抗坏血酸

钙

GB1886.43《抗坏血酸

钙》
所有人群

14—17 20 200

成人 30 500

抗坏血酸棕

榈酸酯

GB1886.230 《抗坏血酸

棕榈酸酯》

4岁以上人

群

孕妇 25 250

乳母 30 300

维生素

K

维生素 K1 中国药典《维生素 K1》 所有人群
维生素 K

（以植物

甲萘醌计，

µg）

4—6 10 60

补充维

生素 K

7—10 10 70

11—13 15 90

14—17 15 100

成人 15 100

孕妇 15 100

乳母 15 100
维生素 K2

（发酵法）

卫生计生委公告 2016年

第 8号
所有人群

泛酸 D-泛酸钙 中国药典《泛酸钙》 所有人群
泛酸（以泛

酸计，mg）

1—3 0.4 2.0

补充泛

酸

4—6 0.5 5.0

7—10 0.7 7.0

11—13 0.9 9.0

14—17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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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名称 每日用量 功效

成人 1.0 20.0

孕妇 1.0 10.0

乳母 1.0 10.0

维生素

E

D-α-生育酚

GB1886.233《维生素 E》

所有人群

维生素 E

（以 d-α-

生育酚计，

mg）

4—6 1.5 9.0

补充维

生素 E

D-α-醋酸生

育酚
所有人群 7—10 2.0 14.0

D-α-琥珀酸

生育酚
所有人群 11—13 3.0 25.0

dl -α-醋酸生

育酚

GB14756《维生素 E（dl

-α-醋酸生育酚）》
所有人群

14—17 3.0 25.0

成人 5.0 150

dl -α-生育酚
GB29942《维生素 E（dl

-α-生育酚）》
所有人群 孕妇 3.0 25.0

维生素 E琥

珀酸钙

GB1903.6《维生素 E琥

珀酸钙》

4岁以上人

群
乳母 4.0 30.0

76.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下发的《允许保健食品声称的保健功

能目录（一）营养素补充剂保健功能目录》（第一批）》，有哪些

品种？

2016 年 12 月 27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公布的《允许保健

食品声称的保健食品功能目录（一）营养素补充剂保健功能目录》

（第一批）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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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保健食品声称的保健功能目录（第一批）

营养素补充剂保健功能目录

保健功能 备注

补充维生素、矿物质

包括补充：钙、镁、钾、锰、铁、锌、硒、铜、维生素 A、维生素 D、

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烟酸（尼克酸）、叶

酸、生物素、胆碱、维生素 C、维生素 K、泛酸、维生素 E

77.整治中重点抽检的非食用物质包括哪些种类？

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中重点抽检的非食用物

质：西布曲明、咖啡因、酚酞、西地那非、他达拉非、盐酸二甲

双胍、马来酸罗格列酮、盐酸吡格列酮、盐酸苯乙双胍、格列本

脲、格列吡嗪、洛伐他汀、氨氯地平和硝苯地平共 14种。

78.整治中重点抽检的非食用物质，分别可能非法添加在哪

些类别非法声称功效的产品中？

西布曲明、咖啡因和酚酞可能添加在声称减肥功能的产品中；

西地那非和他达拉非可能添加在声称缓解体力疲劳（抗疲劳）、

增强免疫力（调节免疫）功能的产品中；盐酸二甲双胍、马来酸

罗格列酮、盐酸吡格列酮、盐酸苯乙双胍、格列本脲、格列吡嗪

可能添加在声称辅助降血糖（调节血糖）功能的产品中；洛伐他

汀、氨氯地平和硝苯地平可能添加在声称辅助降血压（调节血脂）

功能的产品中。

79.整治中，对保健食品和食品抽样检验应重点检测什么？

在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行动中，对于保健食品

和食品抽样检验重点检测项目作出了如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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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健食品检验项目表

序号 任务类别 类别、声称类别 检验项目（检测成分）

1 监督抽检 减肥类样品
西布曲明、N-单去甲基西布曲明、N，N-双去甲

基西布曲明、芬氟拉明、麻黄碱、酚酞、呋塞米

2 监督抽检
辅助降血糖类

样品

甲苯磺丁脲、格列本脲、格列齐特、格列吡嗪、

格列喹酮、格列美脲、马来酸罗格列酮、瑞格列

奈、盐酸吡格列酮、盐酸二甲双胍、盐酸苯乙双

胍、盐酸丁二胍、格列波脲

3 监督抽检
改善睡眠类

样品

氯氮䓬、马来酸咪达唑仑、硝西泮、艾司唑仑、

奥沙西泮、阿普唑仑、劳拉西泮、氯硝西泮、三

唑仑、地西泮、巴比妥、苯巴比妥、司可巴比妥、

异戊巴比妥、氯美扎酮、褪黑素、佐匹克隆、氯

苯那敏、扎来普隆、文拉法辛、青藤碱、罗通定

4 监督抽检

缓解体力疲劳类/

提高免疫力类样

品

那红地那非、红地那非、伐地那非、羟基豪莫西

地那非、西地那非、豪莫西地那非、氨基他达拉

非、他达拉非、硫代艾地那非、伪伐地那非、那

莫西地那非、去甲基他达拉非、硫代西地那非

5 监督抽检 辅助降血压类

阿替洛尔、盐酸可乐定、氢氯噻嗪、卡托普利、

哌唑嗪、利血平、硝苯地平、氨氯地平、尼群地

平、尼莫地平、尼索地平、非洛地平

6 监督抽检
辅助降血脂类样

品
洛伐他汀、辛伐他汀、烟酸

7 风险监测
辅助降血脂类样

品
美伐他汀、去羟基洛伐他汀、洛伐他汀羟酸钠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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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任务类别 类别、声称类别 检验项目（检测成分）

8 监督抽检
减肥/辅助降血脂

类样品

苯丙醇胺、去甲伪麻黄碱、麻黄碱、伪麻黄碱、

甲基麻黄碱、安非他明、甲基安非他明、咖啡因、

分特拉明、氯卡色林、安非他酮、芬氟拉明、N，

N-双去甲基西布曲明、氟西汀、酚酞、N-单去

甲基西布曲明、吲达帕胺、西布曲明、苄基西布

曲明、豪莫西布曲明、比沙可啶、氯代西布曲明、

苯扎贝特、布美他尼、洛伐他汀、辛伐他汀、利

莫那班、非诺贝特、奥利司他、氯噻嗪、氢氯噻

嗪、普伐他汀、呋塞米

9 监督抽检 所有样品

铅（Pb）

总砷（As）

总汞（Hg）

10 监督抽检
口服液、

茶剂样品

菌落总数

大肠菌群

霉菌和酵母

金黄色葡萄球菌

沙门氏菌

11 监督抽检 硬胶囊样品 胶囊壳中的铬

12 监督抽检
不少于 50%的样

品
功效/标志性成分

14 风险监测

以植物或者菌类

直接作为原料的

样品

毒死蜱、甲萘威

六六六、滴滴涕

15 风险监测
蜂胶类保健

食品
氯霉素

备注：根据声称的功能（包括批准和虚假宣传）确定非法添加项目，根据产品种

类、性状和标签标识等确定其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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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食品检验项目表
序号 任务类别 食品品种 声称类别 检验项目

1 监督抽检

固体冲饮

品（咖啡、

奶茶、茶

叶等）、饼

干、液体

饮品

声称减肥、

辅助降血

脂类样品

苯丙醇胺、去甲伪麻黄碱、麻黄碱、伪

麻黄碱、甲基麻黄碱、安非他明、甲基

安非他明、咖啡因、分特拉明、氯卡色

林、安非他酮、芬氟拉明、N，N-双去甲

基西布曲明、氟西汀、酚酞、N-单去甲

基西布曲明、吲达帕胺、西布曲明、苄

基西布曲明、豪莫西布曲明、比沙可啶、

氯代西布曲明、苯扎贝特、布美他尼、

洛伐他汀、辛伐他汀、利莫那班、非诺

贝特、奥利司他、氯噻嗪、氢氯噻嗪、

普伐他汀、呋塞米

2 监督抽检
酒、牡蛎

粉等食品

声称缓解

体力疲劳

类、提高免

疫力类样

品

去甲基他达拉非、硫代西地那非

3 监督抽检

酒、咖啡、

功能饮

料、玛

咖片

声称缓解

体力疲劳

类、提高免

疫力类样

品

西地那非、豪莫西地那非、羟基豪莫西

地那非、那莫西地那非、硫代艾地那非、

红地那非、那红地那非、伐地那非、伪

伐地那非、他达拉非、氨基他达拉非

4 风险监测
声称减肥

类样品
同声称

西布曲明、N-单去甲基西布曲明、N，

N-双去甲基西布曲明、芬氟拉明、麻黄

碱、酚酞、呋塞米

5 风险监测

声称辅助

降血糖类

样品

同声称

甲苯磺丁脲、格列本脲、格列齐特、格

列吡嗪、格列喹酮、格列美脲、马来酸

罗格列酮、瑞格列奈、盐酸吡格列酮、

盐酸二甲双胍、盐酸苯乙双胍、盐酸丁

二胍、格列波脲

6 风险监测 声称改善 同声称 氯氮䓬、马来酸咪达唑仑、硝西泮、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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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任务类别 食品品种 声称类别 检验项目

睡眠类

样品

司唑仑、奥沙西泮、阿普唑仑、劳拉西

泮、氯硝西泮、三唑仑、地西泮、巴比

妥、苯巴比妥、司可巴比妥、异戊巴比

妥、氯美扎酮、褪黑素、佐匹克隆、氯

苯那敏、扎来普隆、文拉法辛、青藤碱、

罗通定

7 风险监测

声称缓解

体力疲劳

类、提高

免疫力类

样品

同声称

那红地那非、红地那非、伐地那非、羟

基豪莫西地那非、西地那非、豪莫西地

那非、氨基他达拉非、他达拉非、硫代

艾地那非、伪伐地那非、那莫西地那非、

去甲基他达拉非、硫代西地那非

8 风险监测
声称辅助

降血压类
同声称

阿替洛尔、盐酸可乐定、氢氯噻嗪、卡

托普利、哌唑嗪、利血平、硝苯地平、

氨氯地平、尼群地平、尼莫地平、尼索

地平、非洛地平

9 风险监测

声称辅助

降血脂类

样品

同声称
洛伐他汀、辛伐他汀、烟酸、美伐他汀、

去羟基洛伐他汀、洛伐他汀羟酸钠盐

10 风险监测

标识含有

γ-氨基丁

酸或声称

缓解焦虑

等功能的

饮料

同声称 γ-羟基丁酸、γ-丁内酯

备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承检机构及省级食品药品监管局根据实际情况

开展标识含有γ-氨基丁酸或其他声称缓解焦虑、消除疲劳类饮料的风险监测

80.抽检发现食品、保健食品涉嫌非法添加，应当如何处理？

根据《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县

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的监督抽检，检验结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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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不合格食品含有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应当逐级报告至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监管执法部门应根据《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对该食品保健食品生产企业进行处罚。

81.保健食品中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问题应当执行什么标准？

根据 2016年 12月 1日，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国家卫

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明确保健食品中食品添加剂使用问题的复

函》（国卫办食品函〔2016〕1295 号），同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的建议，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保健食品》

（GB16740-2014）中“3.7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项，修改为：

保健食品中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按照保健食品注册证书中批准的

内容执行，在 GB16740-2014正式修改之前，保健食品中食品添

加剂的使用按照上述原则执行。

八、其他

82.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的行为，如何处罚？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经营超过保质

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

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

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

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

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83.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

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

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行为，该如何实施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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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尚不构成犯罪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

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

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

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如果上述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

法》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

的食品罪等罪名追究刑事责任。

84.对情节严重的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行为，可能

涉及的罪名有哪些？

可能涉及以下罪名：

《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

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

售金额五万元以上或者货值金额十五万元以上的，构成生产、销

售伪劣产品罪。

《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的，构成生

产、销售假药罪。

《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

病的，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

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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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原料的食品的，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

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情

节严重的行为构成虚假广告罪。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

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

诈骗罪。

另外，还有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等。

85.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行为在什么情况下构成诈骗罪？

根据《刑法》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

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

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

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

大”、“数额特别巨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以上规定的数

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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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行为，违反国家规定、情节严重“数

额较大”或“数额巨大”或“数额特别巨大”、并有“诈骗公私财物”

主观故意，且符合“诈骗罪”要件的，此类行为可构成“诈骗罪”。

86.何为虚假广告罪？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虚假广告罪”是指广

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

或服务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行为。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

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

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

的规定》的有关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

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涉嫌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予追诉：（1）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2）给消

费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3）虽未达到

上述数额标准，但因利用广告做虚假宣传，受过行政处罚两次以

上，又利用广告做虚假宣传；（4）造成人身伤残或者其他严重后

果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

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广告主、广告经

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食品保健食品作虚

假宣传，情节严重的，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

87.食品药品违法行为处罚中的“处罚到人”，范围是什么？

2018年 1月 24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安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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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印发《关于加大食品药品安全执法力度严格落实食品药品违法

行为处罚到人的规定的通知》（食药监法〔2018〕12号），对“处

罚到人”的范围作出规定：（1）个人从事食品药品违法行为的，

依法追究个人法律责任。（2）单位从事食品药品违法行为的，除

对单位进行处罚外，还要依法追究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责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在单位实施的违

法行为中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作用的主管人员，

一般是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在单位违法事

实中具体实施违法行为并起较大作用的人员，既可以是单位的生

产经营管理人员，也可以是单位的职工，包括聘任、雇佣的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