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朋友圈”海外代购保健品须谨慎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

醒消费者袁 一些洋保健品有夸大功
效的嫌疑袁 还有一些洋保健品曾因
涉假和有效成分含量不够而被曝光
过袁不要盲目迷信洋保健品遥消费者
在选购保健品时袁须注意五事项遥

一是看标志遥 保健食品的标志
为天蓝色草帽形专用标志袁 与批准
文号上下排列或并列遥批准文号为院
卫食健字渊4位年代号冤第渊4位顺序
号冤号袁如院卫食健字渊2001冤第 0005
号袁 或者进口的为院 卫食健进字渊4
位年代号冤第渊4位顺序号冤号袁如院
卫食健进字渊2001冤第 0009号曰2003
年 7月以后批准的袁批准文号为院国
食健字 G+4 位年代号+4 位顺序
号袁如院国食健字 G20040048袁或者
进口的为院 国食健字 J+4 位年代

号+4 位顺序号 袁 如 院 国食健字
J20040002遥 只有认清批准文号才能
保证您所购买的保健食品是经过有
关部门审批的遥 若对购买的保健食
品质量有所怀疑袁 可记下保健食品
批准文号袁 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网站的数据库中查询遥

二看包装标识遥 保健食品包装
标识必须注明以下项目院1尧 保健食
品名称曰2尧净含量及固形物含量曰3尧
配料曰4尧功效成分曰5尧保健作用或保
健功能曰6尧适宜人群尧不适宜人群曰
7尧食用方法曰8尧日期标示渊生产日期
及保质期冤曰9尧储藏方法曰10尧执行标
准曰11尧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名称及地
址曰12尧卫生许可证号遥

三看产品的禁忌遥 保健食品只
适宜特定人群调节机体功能时食

用袁因此要对症选购遥要详细查看产
品标签和说明书袁 看看自己是不是
该产品的野特定人群冶袁或者是不是
野不适宜人群冶遥老年人尧体弱多病或
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尧 儿童及青少
年尧孕妇要谨慎选择遥

四是别用价格来衡量保健食品
效果强弱遥因为产品剂量尧添加物质
和品牌不同袁保健品价格也不一样遥
如果您不需要更多的添加内容 渊如
加钙等冤袁那么选择功能少些尧价格
低些的保健食品就可以了遥另外袁不
要相信任何百分比袁比如吸收率尧沉
积率尧使用率尧有效率尧治愈率等遥
五要正确看待广告宣传遥 人群

中机体间的差异很大袁 不要相信广
告里的绝对性用语袁不要轻信张三尧
李四食用结果如何有效的证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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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袁 朋友圈疯传海南一对夫
妻打麻将把钱财输个精光袁 老公无
奈写下野海南正当午袁媳妇真辛苦遥
上午打麻将袁下午斗地主遥晚上聊微
信袁家务谁作主钥 谁知盘中餐袁顿顿
无人煮遥 冶的打油诗遥 对此袁小桥表
示袁约上三五好友去开包厢打麻将袁
打多长时间自己无法驾驭遥 虽然你
不想再打袁 可是其他三个人兴致勃
勃袁这个时候作为朋友袁肯定是舍命

陪麻友了袁甚至真的有事也走不掉袁
因为对方还玩得不够尽兴遥

野我之所以选择国际旅游岛商
报社旗下海南嘟咪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推出的首款特色手游 耶海南麻
将爷袁 是因为这款游戏收放自由袁不
想玩袁有事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关闭袁
不像其它游戏那样还需要挂机遥冶小
桥说遥

小桥认为袁打实体麻将有瘾袁但

是野海南麻将冶手游就不一样袁只有
想玩时才打开袁没有任何人催你袁而
且输了也没有必要垂头丧气袁 即使
输个精光也没事袁 因为可以领取破
产救济金袁达到起死回生的效果遥

野朋友圈中疯传的老婆还回复
耶要是遇到二缺一袁 一个二个都着
急爷袁这在耶海南麻将爷手游中根本就
不会存在袁因为手游野海南麻将冶上
线试运营四个月袁 下载量每天都在

增长袁游戏日登录人次尧在线量也是
不断在增加袁 每时每刻都保持有
5000人的在线量袁 不愁没有麻友袁
哪里还会出现等人打麻将的情景遥冶
小桥说袁选择野海南麻将冶袁其实就是
选择了一种自由的休闲方式袁 游戏
里面不但有刺激的比赛尧 丰厚的奖
励袁还有搞笑的乐趣袁想怎么玩就怎
么玩袁想什么时候玩就什么时候玩袁
随心所欲袁充分自由遥

商报讯渊记者 徐明锋冤国际旅游
岛商报记者通过查询航班票价得知袁
19日海口飞往国内省会城市的机票
折扣在 5折以下占三分之二遥

海口飞往天津尧沈阳尧哈尔滨尧西
安尧太原尧广州尧兰州尧乌鲁木齐的航
班袁票价折扣均在 4折以下遥 其中袁飞
往兰州的航班袁 票价低至 3 折渊690
元冤遥 海口飞往上海尧重庆尧郑州尧长
沙尧南京尧济南尧成都尧合肥尧杭州尧福州
的航班袁票价折扣均在 5折以下遥海口
飞往石家庄尧贵阳尧拉萨尧银川尧南宁的
航班袁票价折扣均在 6折以下遥海口飞
往北京尧武汉尧南昌尧长春尧西宁尧昆明
的航班袁票价折扣均在 6折以上遥

海口出岛机票
五折以下居多

商报讯渊记者 陈王凤冤20日袁海口
部分路段计划检修线路将停电袁 请涉
及用户做好准备遥 当日 8:00-21:00袁下
洋 站 10kV 红 城 湖 线 干 02 开 关
(K7502)袁省妇幼保健院尧金竹园尧红城
湖路尧金花村尧经济技术学校等一带用
户曰7:30-21:00袁 侨中站 10kV西沙线
白坡里支线袁国森控股尧建筑物质尧吉
福物业尧 市审计局宿舍尧 市城建局宿
舍尧华侨投资等白坡里一带用户遥

红城湖路一带
明日停电检修

玩“海南麻将”随心所欲充分自由
商报讯渊记者 徐明锋冤近日袁海南一夫妻打麻将输精光袁对唱两首歌袁在朋友圈疯传袁引起野海南麻将冶玩

家小桥的注意袁小桥自豪地说袁应该玩野海南麻将冶手游袁即使输个精光袁领取破产救济金后照样可以东山再
起袁更重要的是玩野海南麻将冶不会耽误事遥

商报讯(记者 陈王凤)国际旅游岛
商报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局获悉袁琼岛
全省多云袁其中北部尧中部和西部地区
局地午后有雷阵雨袁 最高气温 33-
36益袁出门要注意防晒遥
据海南省气象局 18日 17时的天

气预报袁18 日夜间到 19 日白天袁北
部袁多云袁局地午后有雷阵雨袁最低气
温 23-25益袁 最高气温 33-35益曰中
部袁多云袁局地午后有雷阵雨袁最低气
温 22-24益袁 最高气温 33-35益曰东
部袁多云袁最低气温 24-26益袁最高气
温 32-34益曰西部袁多云袁局地午后有
雷阵雨袁最低气温 24-26益袁最高气温
34-36益曰南部袁多云袁最低气温 24-
26益袁 最高气温 32-34益曰 西沙永兴
岛尧中沙黄岩岛袁多云袁东南风转偏南
风 5级袁 最低气温 28益袁 最高气温
32益曰南沙永暑礁袁多云袁偏东风 5级袁
最低气温 29益袁最高气温 33益遥

19日夜间到 20日白天袁 全省多
云袁北部尧中部尧东部和西部地区局地
午后有雷阵雨袁最低气温 23-27益,最
高气温 32-36益遥

36℃“烘烤天”
局地午后有雷雨

亲，利用网络订餐请注意
遵守六大法则你不吃亏

商报讯渊记者 徐明锋冤在手机客户端袁不少市民都下载了野饿了么冶尧野美团外卖冶等类似的订餐软件袁网上订餐已经成为不少市民袁特别是上
班族每日解决三餐的主要方式之一遥 而在手机朋友圈袁打开后则会看到鱼油尧维生素片尧蛋白粉尧蔓越莓精华噎噎宣称具有各类功效的保健品
应有尽有袁其产地大多来自欧洲尧美国尧澳洲袁许多保健品都标注海外直邮或朋友在海外定居袁帮忙代购袁野朋友圈冶海外代购较为活跃遥那么袁市
民面对网上订餐和野朋友圈冶海外代购保健品需要注意什么呢钥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消费者袁网上订餐要六注意尧野朋友圈冶海
外代购保健品须谨慎袁如果在市场上发现有害食品药品请拨打 12331投诉举报袁一经查实袁最高可获 50万元奖励遥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
醒广大消费者袁 网络订餐方便了消
费者袁 但网络订餐常有违法违规经
营行为发生袁 存在较大的食品安全
风险袁利用网络订餐时要注意六点遥

一选有证的遥 在订餐前要了解
供餐单位的名称和经营地点袁 询问
对方是否取得从事食品制售经营的
合法资质 渊餐饮服务许可证或者食
品经营许可证冤袁切勿订购野无证冶单
位加工制作的食品或来历不明的外
卖食品遥 建议消费者从食品安全量

化分级评定等级较高的食品经营企
业订购餐食遥

二要选近的遥 选择距离较近并
可短时送达的餐饮单位袁 确保膳食
能够在加工后 2小时的安全时限内
食用遥

三不选生冷遥 不选择冷菜尧生食
品种 渊如生鱼片尧 拌黄瓜尧 预拌色拉
等冤尧冷加工糕点渊如含奶油糕点尧提拉
米苏尧芝士蛋糕冤等高风险餐饮食品遥

四不集体订餐遥 避免以网络订
餐作为单位集体用餐遥 饭店尧 快餐

店尧 小吃店等餐饮单位加工能力有
限袁 切勿大量订购其餐饮食品作为
单位集体用餐袁 以免超出其加工能
力袁发生食品安全事故遥

五看仪容卖相遥 查验送餐人员
的健康证明袁检查其服装是否整洁袁
配送的餐饮食品是否受到污染袁是
否有变质现象袁 餐饮食品包装是否
清洁袁 热的餐饮食品温度是否能够
得到保证遥

六保留消费凭证遥 网络订餐时要
留存好消费小票尧发票等相关凭证遥

利用网络订餐要注意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