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药品监督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云 )食药监稽药罚 (⒛ 18)Ⅱ 号

当事人:~_Ⅰ垂逊型垦里虹刨里Δ亘______— —————————————————

地 址;~Ⅰ 咝 匦 垫 觏 崆 匦 洌 蛀 _________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100061596鸲 lY              ~

联系电话 :

法定代表人:  熊向辉
.性 另刂:亠 职 务;亠

违法事实 :

根据国家药品抽验品种不符合标准规定检验结果送达函 (国 药抽送 (河南 )A(2018)

∞ 号),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报告 (报告编号:2O18O1№ 7),标示生产企业为云

南向辉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
山药 (山 药片)” (批号:”O180303,规 格 :1kg/袋 ),经

检验 【鉴别】顼下
“(l)显微特征

”
和 【检查】项下

“二氧化硫残留量
”
不符合规定。你

公司在接到我局送达的检验撇告后 ,向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提出复检上述两个项目的

申请,经中国食品药品检定院检验 (报告编号:夕⒛1806393) 【鉴别】项下 (1)和 【检

查】项下二氧化硫残留量 ,不符合规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

第三款第 (六 )项的规定,该批次药品应按劣药论处,我局对你公司予以立案调查 .

经查,你公司从武陟惟怀佳种植专业合作社购进山药 26kg,生产山药 (山 药片 ) (批

号:”O180303)成 品入库 屿 lkg,取 留样 01kg,监督抽样 06kg,库存 244kg,未产生

销售 ,你公司提供的上述批次山药 (山 药片 )出 厂价为 3500元/kg,货 值金额共计 浒8⒃

,‘ ·

相关证据 :

1国家药品抽验品种不符合标准规定检验结果送达函 (国 药抽送 (河南)A(2O18)69

号 ),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报告 (报告编号;201801557),中 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检验报告 (报告编号:驴⒛1806⒛ 3);

2 《现场检查笔录》、《询问调查笔录》;

3当事人相关资质,供货方相关资质及购进相关票据资料等 ;

4批生产记录、批检验记录等资料 ;

5责令改正通知书等 .



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条、款、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

处罚决定:

已按规定程序向你公司下达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云 )食药监稽药罚告 (⒛ 18)

31号 ,你公司在规定时间本提出陈述申辩,视为你公司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贲令你公司停止生产销售上述批次

劣药、改正违法行为.你公司 牛产劣蕴 “山药 (山 药片)”  的行为,违反了~巡虫竺Δ

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第-款  的规定。鉴于你公司积极主动配合调查,上述

批次饮片未发生销售行为,未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及危害,符合 《云南省食品药品行政处

罚裁量适用规则》第十一条规定的从轻处罚情形。经合议,桉照  《中华人民共和函茜品

9g·理法》第七十四条 的规定,给予你公司以下行政处罚:

没收库存的上述批次劣药山药 (山 药片)狙 钛g,并处货值金额一倍罚款 878sO元 。

罚没款合计:878sO元 (人民币:捌佰柒拾捌元伍角整 )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没款。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 (一 )项的规定,本机关可以依法每日

按罚款数额的挑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诀定书之日起∞ 日内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或

者云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 6个月内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

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蛉罚决定的,本机

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本文书一式三联,第 -联存档,第二联交当事人,第三联必要时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药品监督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云 )食。’J监稽食罚 (2018)5刂

当事人: 云 ·
J味牛消贞食品有限公司

地 址: 昆明市经廾区巾象新 lll产 业城小淌 i rl加工 9±kJ芭 A7帧 IO1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1∞3437410G⒛    联系电话 : 1591】 73O72"

法定代表人 :马 良虎 ′y△ 另刂:   为

违法事实:我局执法人员根据 《云南省食品药品投诉举报中心大于移交投诉

邾报的函》 (云 食药举报交 (2018)SO280号 ),于 2018年 7月
"冂

依法刈你

公司进行现场检奄,你公司现场只提供了⒛18午 5月 1至 7月 1日 朔闷部分生

产经竹牛汕产 prJ丨 的相关记录,执法人员对该公司生产的精炼牛油、原味牛汕及描

越牛Ⅲl进行抽样送检。产品经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屮心检验,其中:精炼

△油、原味牛油邻苯二甲酸=花丁酯 (DBP)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擂越牛

油邻苯二甲酸二I丁酯 rDBP)、 邻苯二甲酸二 (2乙基)己脂 (呃Hr,)含量超过

食湿l安 全标准限量。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 《巾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 卜四条第一款第 (二 )项、第h十条、五十一条之规定,对此我局予以立案洲

查,对 该公司下达了贲令改正通知书,并于 9r18年 8月 8冂 刈上述涉案产古宀进

彳1∶ ltrll,因 案件查处需要,于 ⒛18年 9月 6卩 对杏割产品巾请查封延△Il.

经杏,你公司生产经营的涉案产品情况如下 :

1、 粘炼牛汛:2018午 6月 3冂 ⒋产,数量共 215箱 (15蚀/箱 ),共 叼’°
l

公丿T,俏件ol价每公斤 580元 ,涉案产品货值命额共 18705∞ 元,已销竹 11"

m(710公斤〉,违法所得共∞18尢 ,拊l样检验 2袋 (丿 t⒛ 公丿T),n∶存⒆

袋 (人 |犭 85公 厅 )。

2、 丿吹味牛汕:zCl I8年 6川 17HJ∶产`数景共 扭箱 (⒕ kg袋M袋 /仙 ),

J1"8亻 公厅 ,l ll●
’ψ价何公厅 580元 ,涉案产刀l货 值伞额共 ⒅Fˉ 20尢 ,己

ll竹 31箱 (⒆6公斤),违法所得共羽768元 ,抽样检验 2袋 (共 8公 厅〉,

库存 170袋 (共 0BO公斤),



3、 擂越牛油:2018午 7月 ll生产 ,数量 36箱 (犭 kg袋 ll袋 /箱 ),丿 1570

公斤,每公斤申价 580元 ,涉案产品货值金颓共 3叫08元 ,木销告 ,无违法

所得,抽样检验 2袋 (共 8公斤),库存 142袋 (共 “8公斤 ).

4、 你公司 ⒛ 18年 5月 1日 以前所生产的牛汕制品|没洧相关生产经营记轶

桕夫单据 ;⒛ 18午 5月 1日 起生产的牛油制品未如实记宋产品名称、销售批

号;出 厂产品末做到逐批检验 .

δ、你公司提供了相关资质证照、生产经营牛油制品和采购食品原料 记驮

等邯分刺l关证lF资料。

6、 你公司刈库存的包装物取样送云南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检验 ,检测鲇呆

为邻本二甲酸二仃 l酯 (DBF)含量均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并提供了检验报

估和情况 说明书 .

你公司上述涉嫌违法生产经营的产品共计 ⒆85炖 ,每公斤销售价 5m兀 ,

产品货值伞额共计 ⒛913元 ,已销售共计 夕∞kb,违法所得共计 1279刂 ⑷ 元 .

证据材料 : 《云南省食品药品投诉举报中心关于移交投诉举报的函》 (云

食药举报交 (⒛ 18)№⒛O)、  《现场检查笔录》、食品抽样 记录及凭证、检

验报告、询问调查笔录及产品出库销售单价、该公司购进生油票据进货明细羊

及检疫合格证、生产成品出货明细表及出厂产品检验报告、产品照片资料 ,相

关资质证照、产品图片、包装物供货方的相关资质证照等资+l、 该公司提供的

送检包装袋检测报告及情况说明 .

行政处罚依据和种类 :你公司生产经营被包装i/l料污染的食淠I,违反了《 i

华人民共和日食品安仝法》第三十四条笫一款第 (九 )项 “
第∷ lV‖ 条 棼 :

-∶广绐什下列食卩l、 食 |11添力Π剂、食品相入广

`l: (丿

1)被包装ll料、帘 於、

辶输I贝等污染的食∴∴、l。 品添加剂;” 的规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未如实记

匀b)Ⅲ|的 名称、销售批号和出厂检验批号以及未桉 《中华人民共和日 fl Iln安 仝

法》规定保存△产经营相关记录中掘的行为 `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H食″,安

仝法》第:ri十条
“
第1i|条 食 l⒎ 叫丿

∷
氵采购食吊隙料、衔温l添 加利、衔品‖

λ产∴∫|,应 ∴h价验供货竹的许;t证和广 lⅠ丨合格证明;对尢法提供含恪证叫朐仕

∫||l1i川 ,”∴h按照衍‰\安 个标‖ll行 +ll/;小得采购戊者使 +l个 符合↑l9l安 个

仃‖ n勺 Lr ll原 刈、食品添加剂、食品Ⅱi关广品 ,



食淠丨1丿
广
企业应当建市食品原料、食淤丨添加剂、食lillH人广品进货☆吵 1Ⅰ 力t

制疫 ,如 实记录食浔l原料、食社丨添加剂、食湍相关广品的名称、规格、数虽、△

产 HJ"。 k· 名生产批号、保质 nl、 进货 日 ll以 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力式等内

衤 ,廾保存|H关凭证 .记录 Tl凭证仪存翊限不得少 ∫产品保质则满后六个Π:没

响 ll l而 保质 +ll的 , H·存 lll限 个得少于∷午 .” 、第h十一条
“
笫‖+ 条 lf社 l

`j冫个qk应 当建i食温lHl厂 检验记录制度,脊验吐J厂食社l的 捡蚧含 .° 训:刀 安个状

况 ,如 实记蚊倏卩l的 名称、规格、数甘、生产闩期或捋⊥产批号、保质煳、l· lJ

合恪证号、/lo售
H lll以 及购货 /l名 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棚关凭证。

记琰和凭订F保存 Hll限应当符合本法第 ll十条第∷款的规定 .” 、第五△二条
“
第

〃i|∴条 食卩丨、食秆l添 加剂、食卩l相 关产 I⒎ 的J∶广杵,应当按照 食泔l玄个扣f/l

刈刀i⊥广的食秆I、 食社|添加剂、食温I相 关产品进行检验 ,检验台格后方 rlIl丿 或

H/销 售 .” 之规定,你公司有多项违法行为,理应从重处罚。鉴于你公司属合法

企业,有相关的证照和生产资质 ,并在本案查处中,积极配合 ,及 时整改 ,上动

奄找问题 ,并对使用的包装物取样送检 ,其报告结果为邻苯二甲酸二矸丁酯 (DBP)

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 `从提供的证据显示 ,你公司无主观故意行为 ,截止

我局调查纬束止 ,尚未发生危害后果 ,该案符合 《云南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裁冕

适用规则》第十三条规定的一般处罚情形。

依掘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 十五条第一款第 (~)项 “
第

卩i工 ⒈1i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肜之一的,"县级以 卜人尺政ll l佟 |WI为

品

"督 "迎
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衤n违法1;产经什的食品、食品添姐l剂 ,订 叫以没收

川于违法}产经肯的T只、设各、原料竿物品;违法}产经苻的食nn、 食 ,∫|添加

剂货 lj△命额不足 万元的,并处 :⒈亡干冗以△⒒力
^t以

卜罚旅 ;货他命额 力 jL1头

卜的,并处货佰命额Ji倍 以 卜⒈倍以 卜罚款;怙节严豇I/J,贞令 {∶
∶产伸 x/,宀△

h;硝 许叫订「:(一 )生产经什被包装材料、’
rr器、运输I亠1等氵i染 n勺 食汕、食|Wl

添朔利;△广经营的食 |腩 、食钴添翔l剂 的标签、说明 书存在lR疵似不肜响食}W|玄

个 t个 公刈忄j贺 黹造成误导的,曲县级以I人 K政 ll食品药 lT1临 ‖什ll祁闸Ⅱ令

lj卜 ;拒不故 l∶ 的,处 △千兀以 卜Tj j/.” 、笫一百△十六条第 款第 (∷ )项 、

第 (∴ )项 “
了1一 Π∷ |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 「列怙形之一的, 县级以 卜

人κi攻 府 食骷。LJ品 监督竹lll部门责令改i0,给 子笞告 ;扌u个改iF的 ,处 ∫i干丿t Ⅱl



卜‖万九以下罚款;情 1j严重的,贲令停产停业 ,苴个吊俏许可证:(∴ )食 ″l

△Ⅱ经昔个业木按规定建i食 ,∴ 安仑舌理制庋 ,或者木按规定llL符或苦培训 圬

核食岫安个竹Jl人员;(二 )食乩、食 |卩|添 加剂 J∶ 广经恃苻进货时木 Fi验 许河证

和州关汛:明 文件 ,或者未按规定建氵廾遵寸进货查验记永、出丿检验 记禾和硝竹

订j山t制皮 ;” 乏lL定子以处罚,我局于 ⒛ 18年 9月 21目 依法向你公司送达丁 (彳
|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云 )食药监稽食罚告 (20I8)‘∷号 ]、 《折证告知书》[(云 )

仃药监稽食听告 (’l18)3号 ].你公司在 ⒛ 18年 9月 27H向我局提交了书 Rl

陈述 巾辩羽料 ,申请诚少对你公司的处罚.我局经过复核认为在你公司陈还巾灯

ll刿 中木提供新的证掘证明具有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故刈你公 F司 提出的中卅

忐见不子采纳。

lF此 ,责令你公司立即停止生产经营被包装材ll污染的食品的违法行为,订

il你 公司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

1 瞥告 ;

2 没收违法生产经营的精炼午油 99袋 (共 1485公斤 )、 原味牛汕 170袋 (|80

公丿t)、 拈越牛油 l42袋 (共 568公 斤 );

3没收违法所得 1279480元 ,并处以货值伞额 7倍罚款 ⒛
"910O元

。罚

没款共计 21518580元 (人 民币大写;贰拾壹万伍仟壹佰捌拾伍元捌角坐 )。

诂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 15冂 内将罚没款缴到指定银行“逾 ltrl不缴纳

罚没款 lJ,根掘 《巾华人民共和固行政处罚法》第五十 -条第 一项的规定 ,本机

关可以依法每冂按罚款数额的 跏加处罚款 .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 「起 60闩 内向凵家市场Ⅰ监‖

首jl总 局或者云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出可以十 6个月内依法向
·
o地人K

il院提起行政诉讼 .

在法定煳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彳j=政 诉讠

本机人将依法 中诘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⒅阝绻

午 1O爿 9

本文书一式二联,第 联存档,第二联交当事人`第三联必要时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药品监督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云 )食药监稽药罚 (⒛18)38号

当事人;  云南鸿翔中药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__亘丞瀣逅型彐士壶迎L鱼叠亟⊥金矗型技囫旦呈垩迨L________—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O0OO∞”78MXll

联系 电话:  13Ⅱ 0532198

法定代表人:  阮鸿献 性 别 :   男 职 务 :   /

违法事实 :

根据玉溪市食品药品检验所药品检验报告 (报告编号:2018∞ 随、20180087、 ⒛18∞
ˉ
G)

标示生产企业为云南鸿翔中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
党参 (党参片 )” (批号:20150801、

⒛ 16∝01、 ⒛161001),经检验 【性状】片厚不符合规定,我局执法人员向你公司送达检

验报告 ,你公司无异议。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第三款第 (六 )

项的规定,上述三个批次的药品应按劣药论处.我局对你公司予以立案调查 .

经查,你公司从安徽省亳州市药+l总公司中西药公司、渭源县本草华源药业有限公司

购迸药材党参 ,生产了:l党参 (批号:2015⒅01,包装规格 :14Og/瓶 )成品入库 1172

瓶 ,留样 100g,召 回 75瓶 ,实际销售 1097瓶 ,销售金额 383950元 .2党参(批号;2016⒁ 01,

包装规格 :140g/瓶 )成品人库 12⒛ 瓶,留样 100g,召 回 105瓶 ,实际销售 n19瓶 ,销

售金额 391650元。3党参 (批号:⒛ 161001,包 装规格 :14~ig/瓶 )成品入库 1137瓶 ,

留样 100g,召 回 188瓶 ,实际销售 阢9瓶 ,销售金额 3416衽O元。上述三个批次的党参 (党

参片)你公司共计生产了 3533瓶 ,召 回 368瓶 ,销售 31∞ 瓶,销售金额 11172如 元,货

值金额 12鲳680元 ,

相夫证据 :

1玉溪市食品药品检验所药品检验报告 (报告编号;20180088、 20180087、 20180076);

2 《现场检查笔录》、 《询问调查笔录》、 《责令改正通知书》 ;

3当事人相关资质 ,供货方相关资质及购进相关票据资lJ等 ;

4当事人批生产记录、批检验 记录、出入库单据、召回通知及相关情况等资料 ;

5责令改正通知书等 ,



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条、款、项、 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

处罚决定 :

已按规定程序向你公司下达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云 )食药监稽药罚告 (⒛ 18)

32号 ,你公司在规定时间未提出陈述申辩 `视为你公司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责令你公司停止生产、销售上述批

次劣药,改正违法行为.你公司  牛产、销售劣药
“
党参 (常参片)”  的行为,违反

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为‘条第一款  的规定 ,鉴于你公司在发现问题

后,主动召回产品,在我局进行案件调查时,积极配合,及时进行整改,符合 《云南省食

品药 品行 政 处 罚裁 量 适 用 规 则 》第 十 一条规 定 的从 轻 处 罚情 肜 .经 合 议 ,按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四条 的规定,给予你公司以下行政处罚 :

1没收召回的上述三个批次劣药党参 (党参片)∞ 8瓶 ;

2没收违法所得 l1172如 元,并处货值金额一倍罚款 12娴6⒛ 元。

罚没款合计:⒛659⒛ 元 (人民币:贰万叁仟陆佰伍拾玖元贰角整 )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 15日 内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没款。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 (— )项的规定,本机关可以依法每日

按罚款数额的 甄加处罚款 ,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 目起 ⒃ 日内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或

者云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 6个月内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

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

关将依法串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本文书一式三联 , 第=联交当事人,第三联必要时交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