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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保健食品行业自律，进一步落实生
产经营企业主体责任，辽宁省保健品化妆品质
量管理协会代表与会企业向全省保健食品生
产经营企业发出如下倡议：

一、遵纪守法。
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

信守职业道德，自觉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二、良心生产。
切实履行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坚守质

量至上、安全第一，从原料到成品决不违规生
产，不以次充好，不弄虚作假，不违法添加，未
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保健食品不得出厂。

三、诚信经营。

自查自纠，自觉规范销售行为，不搞非法
传销，不搞以销售为目的的虚假健康讲座，不
欺诈消费者。

四、依法宣传。
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

病。不做虚假广告，不夸大功效宣传。对保健
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决不声称具有保健功能。

五、责任担当。
建立追溯体系和召回制度，自觉接受社会

监督，积极遵从政府部门的管理和指导，主动
承担社会责任。

健康中国需要安全健康的保健食品。全省保
健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加
快推进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作出更大贡献！

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全省保健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开展公开承诺活动。 参会企业代表在承诺板上郑重签字。

本报讯 记者赵铭报道 11月8日，省
市场监管局在沈阳举办“提升保健食品质量
企业公开承诺”活动。企业通过作出承诺、发
出倡议，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接受社会监督。

活动现场，珍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7
家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分别向全省消费者作
出承诺，确保产品质量安全。省市场监管局
向 57 家参会企业发出“提升保健食品质量
我们共同行动”倡议。

本次“提升保健食品质量 企业公开承
诺”活动，是我省市场监管部门落实保健食
品行业清理整治联合行动工作要求，推动企
业落实主体责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
措。企业公开承诺是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履
行法定义务、保证食品安全的重要方式，保
健食品企业公开“晒”出责任，“亮”出承诺，
有利于增加食品安全责任透明度，也有利于
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

我省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开承诺活动，
进一步转变了监管理念，创新了监管方式，
有利于督促企业落实责任，履行承诺。针对
保健食品市场暴露出的虚假宣传、违法广
告、消费欺诈、制假售假等一系列问题，我省
市场监管部门还将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狠
抓生产企业源头管理，从源头把控好保健食
品质量。同时，督促保健食品销售企业和单
位抓好责任落实，不采购、不贮存、不销售不
合格的保健食品，不做非法广告，不搞消费
欺诈，不违规直销和非法传销。

近年来，我省的保健食品行业在规范治
理中不断壮大，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企业
不断涌现，一些“国字号”的企业纷纷在我省
扎根落户，成为引领行业向前发展的新动
力。目前，全省已有获得保健食品生产许可
的企业 41家，持有注册品种 207个，备案品
种32个，年产值100多亿元。

省市场监管局组织57家保健食品企业作出承诺发起倡议

晒责任守法纪 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为了帮助广大消费者理性选购保

健食品，防范欺诈和虚假宣传等违法

违规行为误导,省市场监管局提醒广

大消费者科学认知保健食品，避免上

当受骗。

常见的保健食品功能声称虚假宣
传表述（注：括号外为允许声称的保健
功能；括号内为常见虚假宣传表述。
虚假宣传表述不仅限于下列常见情
形。）

增强免疫力（防癌；抗癌；对放化
疗有辅助作用等）

辅助降血脂（抗动脉粥样硬化；保
护心肌细胞；减肥；防止血液凝固；预
防脑溢血、脑血栓；预防老年痴呆；降
低血液黏度；促进血液循环及消除疲
劳等）

辅助降血糖（可以替代胰岛素等
降糖类药物；预防或治疗糖尿病等）

抗氧化（治疗肿瘤；预防治疗心脑
血管疾病等；预防老年痴呆；治疗白内
障；延年益寿等）

辅助改善记忆（提高智力；提高学
习专注力；提高考试成绩；缓解脑力疲
劳、头昏头晕；预防老年痴呆等）

缓解视疲劳（治疗近视；预防和治
疗白内障、青光眼等）

促进排铅（吸附并排除各种对人
体有害的毒素，如铵盐、重金属等；调
节体内酸碱度，恢复身体机能；对抗自
由基侵害，排毒养颜等）

清咽（辅助戒烟；抗雾霾；缓解烟
毒、霾毒；对疾病引起的咽喉肿痛有治
疗效果、治疗慢性咽炎等）

辅助降血压（治疗高血压；抗血
栓；预防改善老年痴呆症等）

改善睡眠（缓解大脑衰老、神经损
害；可替代安眠药快速入睡；保持皮肤
光泽等）

缓解体力疲劳（提高记忆或学习专
注力；提高性功能；预防因疾病引起的
身体疲劳；改善缓解脑力疲劳；壮阳等）

促进泌乳（治疗乳房胀痛炎症等）
增加骨密度（增高；促进骨骼生

长；治疗骨损伤；增强身体强度）
提高缺氧耐受力（可缓解因心脑

血管系统障碍或呼吸系统障碍导致的
供氧不足；治疗脑缺氧；治疗运动缺
氧；补氧等）

对辐射危害有辅助保护功能（治
疗因辐射造成的损伤；抗手机、电脑等
电磁辐射等）

减肥（无须保持健康合理膳食和
运动等规律生活习惯，可达到快速减
脂、减体重、塑形效果，体重不反弹；预
防便秘；可完全替代正常饮食等）

改善生长发育（增高；改善食欲；
促进二次发育；改善记忆等）

改善营养性贫血（调节内分泌失
调；养颜美容等）

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功能

（治疗化学性肝损伤；酒前、酒后服用
解酒；治疗脂肪肝、肝硬化等）

祛痤疮（修护受损肌肤；清除黑头；
预防长痘；改善各种面部肌肤问题等）

祛黄褐斑（可根除黄褐斑；提高肌
肤自身养护能力；有效抑制并淡化黑
色素等）

改善皮肤水分/油分（抗皮肤衰老、
暗黄、色斑；延缓衰老；抑制黑色素等）

调节肠道菌群（治疗肠道功能紊
乱；治疗便秘、腹泻；增强免疫力等）

促进消化（治疗胃胀、胃痛等）
通便（治疗便秘等）
对胃黏膜损伤有辅助保护功能

（治疗胃部疾病；对所有程度的胃黏膜
损伤均有保护功能；酒前、酒后服用解
酒等）

保健食品消费应注意五个“不”：
不能代替药品；不能代替其他食

品；不能宣传疾病治疗、预防作用；不

能盲目食用；不宜长期食用。

常见的保健食品销售陷阱：
主要有亲情陷阱、免费陷阱、专家

陷阱和虚假宣传陷阱四种类型。

沈阳中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会心堂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天乐保化品有限公司
沈阳王氏天兴蜂蜜有限公司沈北分公司
汉臣氏（沈阳）儿童制品有限公司
沈阳粮草成方酒业有限公司
沈阳顺飞药业有限公司
沈阳大成伟业苷肽营养品有限公司
沈阳金龙保健品有限公司
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沈阳永大制药有限公司
北京同仁堂（辽宁）科技药业有限公司
沈阳海尔丝宝天然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辽宁中医学院药业有限公司
珍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双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海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大连棒棰岛海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大连新玉麟海洋珍品有限公司
大连正道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大连酒厂有限公司
大连雪奥生物工程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大连汇百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富生制药有限公司
大连美罗中药厂有限公司
大连非得生物产业有限公司
大连天启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海晏堂生物有限公司
大连唯尔卫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大连雅威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天基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大连日升益升堂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唐小腰（大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普瑞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同仁堂健康（大连）海洋食品有限公司
大连汉方药业有限公司
海城市天亿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聚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辽宁）有限公司
辽宁天士力参茸保健品有限公司
辽宁上药好护士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未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大石药业有限公司

辽宁中雍琦润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辽宁泰阳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辽宁祥云药业有限公司
辽宁力克制药有限公司
参仙源酒业有限公司
辽宁活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锦州分公司
无限极(营口)有限公司
千里明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东宁药业有限公司
辽宁金士力健康用品公司
辽阳千山呈龙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茅台集团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辽宁）
朝阳龙城制药有限公司
辽宁兴海制药有限公司

珍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承诺书
珍奥集团以“立足生命科学 造福人类健

康”为宗旨，运用生物技术从事产品研发和生
产，为消费者提供质量安全的食品。我们郑重
公开承诺：

一、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食品安
全标准。

二、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诚信经营，严格自
律。强化产品标签、标识管理，不违规标示，不
做虚假宣传。不合格原料不进厂，不合格产品
不出厂。严格按规定使用食品添加剂。

三、落实“严格质量管理，确保产品质量，
为消费者提供零安全缺陷的满意产品，满足顾
客需求，坚持持续改进”的质量安全方针，为消
费者提供真材实料、实实在在的产品。

四、贯彻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保健食品良好生产规范等
标准，采用多体系综合管理方法，全方位提高
企业的质量安全保证能力。

五、实施原辅料脆弱性评估和管理，从源
头控制产品质量安全。

六、定期进行体系自检，评估质量管理体
系、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运行效果，坚持动态管
理，持续改进。

七、坚决抵制一切违法营销行为，做市场
秩序的维护者。

珍奥集团将信守承诺，坚决维护食品安全。

辽宁天士力参茸保健品有限公司

公开承诺书
把“以人为本，诚信通达，立天人合一之

德，行大健康之道”作为企业核心价值观，严格
执行保健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努力践行大健康
战略。辽宁天士力参茸保健品有限公司郑重
承诺：

一、合规生产，守法经营，遵守《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广告法》等法律法规要
求，严格落实食品生产企业主体责任。主动
接受监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监督管理，生产
质量可靠、价格合理的保健食品，服务大众健
康需求。

二、全面实施保健食品良好生产规范，建
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严格规范原料采购和使
用行为，保证原料来源合法明确、质量合格，坚
守初心，让消费者满意。

三、认真贯彻“四个最严”要求，严格按照
批准的产品配方、生产工艺、原料标准、标签标
识和说明书内容进行生产，依法诚信生产、依
法进行广告宣传。

四、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让消
费者放心、安心。

五、自觉接受监督，当产品存在质量安全
问题时保证及时实施召回，依法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天士力公司必将严格遵守以上承诺，请广
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共同监督。

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辽宁）有限公司

公开承诺书
为确保保健食品质量安全，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辽宁）有

限公司发扬和传承“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
减物力”的同仁堂古训，并郑重承诺：

一、企业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为企业保健食品安全管
理第一责任人，对本企业的保健食品生产经营全面负责。

二、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产品质量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坚持依法经营、文明经营、诚
信经营、公平竞争，不超范围经营，不做虚假广告宣传。

三、健全完善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和质量管理制度，严格按照
产品工艺规程和技术要求进行生产，保证质量系统有效运行。

四、实现从原料采购、产品加工、产品出厂检验到售后服务
全过程质量管理。对供应商进行质量审计和质量评价，淘汰不
合格供应商。保证不合格物料不投入使用，不合格半成品不流
入下一道工序，不合格产品不出厂。

五、建立和完善长效机制，培养公司全体员工的质量理念，
通过培训考核提高全员质量意识。

六、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维护和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辽宁）有限公司将坚守承诺，恪守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道德准则，切实履行好企业的主
体责任和社会责任，为全人类的生命健康产业发展努力奋斗。

辽宁力克制药有限公司

公开承诺书
公司秉持“诚实信用、质量为先”理念，以

品质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人才为根本，以
顾客为上帝，竭力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和服
务。辽宁力克制药有限公司郑重承诺：

一、严格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从事食
品生产活动，切实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
实各项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诚
信守法，安全生产。

二、坚持“质量第一”，保证为消费者提供
100%合格的产品。建立从源头到消费者手中
的全链条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确保生产销售全
过程质量安全可预防、可控制。

三、严格进行原辅料审查，保证不合格原
辅料不进厂，保证所有的原辅料、食品添加剂
与注册内容一致。

四、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标准和产品
技术要求组织生产，对生产过程进行严格控
制。对采购、生产、检验、市场流向等信息进行
全程记录，确保产品信息可追溯。

五、保证产品标识标注符合规定，不夸大
宣传保健功效。

六、强化质量安全意识，健全完善从业人
员培训体系。严格执行关键岗位员工定期考
核机制，对不合格人员进行岗位调整。

七、将消费者权益放在首位，倾听消费者意见，
接受社会各方面监督，主动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无限极（营口）有限公司

公开承诺书
无限极秉承“思利及人”的核心价值观，以“弘扬中华优秀养

生文化，创造平衡、富足、和谐的健康人生”为企业使命，致力于
铸就高美誉度品牌。

为此，我们郑重公开承诺：
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标准，认真履行食品安全各项主体责任和义务。
二、恪守职业道德，诚实守信，规范生产行为，严格按食品

安全标准和产品技术要求组织生产。
三、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依法制定并严格执行原辅料

进货验收、生产过程控制、成品出厂检验、从业人员健康及培训
教育等管理制度。

四、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严格记录原辅料进货验收、生
产、出厂检验等信息，保证食品可追溯。

五、严格营销管理，坚决杜绝违法行为。
六、认真履行食品售后服务义务，妥善处理消费者投诉，发

现缺陷产品及时召回，依法赔偿相应损失和承担相应责任，自
愿接受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无限极（营口）有限公司将切实履行以上承诺，以优质产品
服务中国消费者。

辽宁东宁药业有限公司

公开承诺书
东宁药业以科技为支撑，以市场为导向，

以安全为基础，坚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为此，
东宁药业郑重承诺：

一、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认真贯彻执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
和食品安全标准，合规生产，守法经营。

二、自觉实施企业各项质量安全管理和问
责制度。强化管理责任，建立问责机制和追究
机制，对食品安全问题隐患一票否决。

三、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对生产全过
程实行标准化管理，从原材料采购、产品出厂
检验到售后服务实施有效的全过程质量管理。

四、严格采购和进货验收制度，保证生产
所用的原辅材料、食品添加剂等符合国家有关规
定和标准，不使用非食用性原辅材料加工食品。

五、保证产品出厂前经过严格检验，确保
出厂产品质量全部合格。保证产品标识标注
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保证不进行虚假宣传。

六、严格执行生产过程记录和销售记录制
度，实现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询、责任可追究
的产品质量全面追溯管控体系。

七、保证当产品存在质量安全问题时及时
实施召回，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质量是生命，诚信是根本。东宁药业必将
恪守承诺，切实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为保障
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作出更大贡献。

贵州茅台集团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辽宁）

公开承诺书
茅台集团着眼于大健康产业，以国酒茅台品质，塑造健康产

业新形象。贵州茅台集团健康产业有限公司郑重承诺：
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合法合规生产经营。努力生产出让人民群众满意、放心的高
品质产品，树立茅台品牌的良好形象。

二、企业法定代表人和主要管理人员严格落实企业食品安
全管理制度，扎实推进主体责任落实，依法履行法定义务，坚决
守住质量底线，更好发挥品牌企业示范引领作用。

三、建立并不断完善全产业链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严把从原料、工
艺、环境、过程到物流仓储等各环节的风险控制，实现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可
查询，来源可追溯，过程可管控，确保产品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和规定要求。

四、及时发现和主动防范各类潜在安全风险，筑牢安全防线。
五、聘请顶级技术团队，实现产学研联动，保证以科技为手

段持续改进食品安全，加强食品安全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健
全食品安全持续改进机制。

六、保证诚实守信，严格自律，提升质量，打造诚信品牌。
七、自觉接受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监督检查，自觉接受社会各

界监督。主动接受消费者问询，普及科学知识，加强消费者教育。
公司将严守承诺，为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不断努力。

“提升保健食品质量 我们共同行动”倡议书
辽宁省保健品化妆品质量管理协会

共同倡议企业名单

认知保健食品
理性放心消费保健食品不是药物 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