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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黄欣芳

消费升级、大健康产业持续发展，推
动特殊食品产业加速崛起。

11月2日，在长沙召开的2020中国
特殊食品大会，聚焦特殊食品产业的现
状与趋势，探讨产业创新发展之道。

和普通食品相比，特殊食品特殊在
哪里？消费者如何挑选？监管怎样发力？
记者为此进行了采访。

面向特殊人群，满足特殊需求
何为特殊食品？
根据有关法规，特殊食品包括三类：保

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含特殊医
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

与普通食品相比，特殊食品主要满足
婴幼儿、老年人、患有特定疾病人群等特殊
群体的特殊需要，并存在“特别的标准”。

如，《食品安全法》对特殊食品明确
实行功能目录管理，对保健食品的原料，
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等进行严格管
理，同时在生产管理、标签说明书管理、
广告管理方面制定“特别的要求”。

“三类特殊食品一直滋养着国民的
健康，伴随消费升级，未来需求量和发展
空间十分巨大。”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
会会长边振甲说，因为是特殊食品，其质
量保障更加重要。

据介绍，2019 年，全国特殊食品制
造企业 2000 余家，保健食品经营企业
120余万家，从业人员600余万人，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超 6000 亿元，是保民生、

保稳定、保供应、保就业的重要产业。
目前，湖南拥有特殊食品生产、经营

单位 21.23 万家，产品抽检合格率达到
99.6%。澳优乳业、蓝河乳业等一批行业
龙头企业成功走出湖南、走向世界。

边振甲说，就全国来看，特殊食品呈
现新的发展态势：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处于建章立制的关键期，保健食品处
于破旧立新的转折期，婴幼儿配方乳粉
处于与国际品牌一争高低的挑战期，特
殊食品生产企业处于转型升级的爬坡过
坎期。

“特殊时期、特殊食品、特殊责任。”
澳优乳业董事长颜卫彬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当前特殊食品必须以高标准高品
质回报公众的期待。未来 10 年，特殊食
品产业加速井喷，优质化、个性化、便捷
化、智能化的营养健康服务将步入寻常
百姓家，中国会诞生世界一流的营养食
品与服务企业。

消费者须仔细甄别，避免
销售误导

三类特殊食品中，特殊医学用途配
方食品(简称“特医食品”)备受关注。当人
体无法进食普通膳食或无法用日常膳食
满足其营养需求时，特医食品作为一种
营养补充途径，可以起到营养支持作用。

不少人对特医食品有误解，认为就
是保健品或者药品。

实质上，特医食品不含药品成分，不
能替代药物的治疗作用，需要在医生或
者临床营养师指导下食用。其针对具有
特殊营养需求的人群，如：糖尿病患者、
各种膳食相关慢性病患者；也针对正常

生理状况下具有特殊营养需求的人群，
如孕产妇、老年人和婴幼儿。

保健食品具有一般食品的共性，能
调节人体的机能，适用于特定人群食用，
但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目前大部分保
健食品都是在药店销售。

在辨别方法上，除特医食品有“国食
注字TY+数字”之外，保健食品、婴幼儿
配方食品在包装上分别有蓝色“保健食
品”标志(俗称“蓝帽子”)和“国食注字
YP+数字”字样。

记者走访长沙一些药店、母婴店发
现，写有“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专柜”

“保健品销售专区”“婴幼儿配方乳粉销
售专柜”等字样的绿色标牌，出现在部分
门店的货架前。

在长沙开福区一家药店里，记者看
到，维生素、西洋参胶囊、蛋白粉等商品
集中摆放在两个专柜中，并打出“保健
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的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与药品混
放，而且只有‘蓝帽子’标志的食品才能
放在专柜中。”该店店长介绍。

特殊食品中有专门为特殊适用人群
调配的有针对性的特殊配方，一些药店
设立专柜专区，可将特殊食品与普通食
品区别开来。过去，特殊食品大多与普通
食品混放混售，在消费者缺乏相关知识
的前提下，容易受到销售人员或产品夸
张宣传的误导。

强化监管力度，推进产业
提质升级

今年是《食品安全法》明确特殊食品
定义5周年，特殊食品产业得到迅速发展。

目前，我国对特殊食品实行注册审
批全球最严、产品出厂批批检、生产经营
需许可、事中事后强监管、监督抽检全覆
盖、处罚问责最严厉的监管，行业秩序整
体大为好转，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稳步提
升。2019 年特殊医学配方食品、婴幼儿
配方乳粉、保健食品监督抽检合格率分
别达到98.2%、99.8%、99.2%。

尽管如此，特殊食品产业仍亟待提
质升级。

“特殊食品产业发展空间巨大但内生
动力不强。”在 2020 中国特殊食品大会
上，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会长边振甲指
出，疫情催生营养健康需求，但特殊食品
产业发展营商环境不佳、科技创新和产业
技术升级乏力、产业链供应链尚不完善、
科普宣传力度不够等问题依然存在。

“必须直面发展中的问题，加速补全
特殊食品产业发展的短板。”湖南省市场
监管局副局长陈跃文表示，湖南坚持“保
姆式”服务，制定出台《关于深化改革加
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湖南省国
民营养计划 2030 年实施方案》等政策，
将特殊食品作为重要内容予以体现，部
署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专业化”监管同样重要。针对特殊食
品行业，湖南持续开展保健食品“护老行
动”、婴配乳粉质量提升行动，消除安全问
题。今年，全省已检查生产经营主体61万
余家次，发现和排除风险隐患13万余条。

“未来三到五年，湖南特殊食品行业
将迎来新一轮爆发式增长。”陈跃文说，
我省特殊食品行业要重视科技创新，不
断开发高水平的新产品，升级产品服务，
关注从生产端到用户端的数字化转型，
开辟新的价值增长空间。

湖南日报 11月 2日讯（记者 黄
晗 通讯员 杨敏）11月1日，由省委网
信办联合省教育厅、省广电局、省政务
管理服务局、省通信管理局、益阳市人
民政府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第六届“湖
湘杯”网络安全技能大赛洞庭决赛选
拔赛圆满落幕。截至 10 月 30 日 12 时
报名结束，共有来自全国 31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 1681 支队伍共 3973
人报名参赛。

“湖湘杯”旨在为全国网络安全人
才展示水平、竞技比拼和交流互动提
供舞台。历经前 5届的积累，已成为发
现、聚集和培养优秀网络安全人才的
全国顶级网络安全赛事之一。

本届“湖湘杯”采用互联网选拔
赛（理论答题赛、线上 CTF 赛）、现场
封闭网络环境攻防对抗决赛分阶段
展开。在互联网选拔赛中，第一场为
理论答题赛，通过互联网在线竞赛平
台开展，重点考察参赛人员网络安全
领域的基础知识，成绩排名前 600 支
队 伍 进 入 第 二 场 ；第 二 场 为 线 上
CTF 赛，采用线上 CTF 答题的方式
进行，重点考察参赛人员网络安全实
战技能水平，成绩排名前 50 支队伍
进入决赛。

决赛将于11月15日在益阳市现场
封闭网络环境举行，由益阳市委宣传部、
益阳市委网信办、益阳市公安局承办。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记者 邹靖
方）记者今天从湖南邮政公司获悉，今
年“双11”（11月1日至20日），湖南邮
政公司快递包裹收寄量将达 3500 万
件，日均达 175万件；峰值投递量预计
达 178.1 万件，为 2019 年峰值的 1.3
倍，为日常投递量的2.3倍。

湖南邮政通过精心组织，全力备
战，推出多项举措，为“双11”物流添能
加油，为客户和“网购达人”带去更及
时、更良好的服务体验。

运用大数据优化网运调度。全
网收寄量、处理量、投递量及干线运
输量可视化展示，各环节资源优化
调节，确保高峰期邮件不堵车、不卡
壳 ，各 级 指 挥 调 度 中 心 实 行 7×24
小时运行监控和指挥调度，确保生
产运行各环节顺畅、平稳。运用睿邮
数据控制塔系统，将供应链的出仓、
提货、分拨、运输、配送等物流环节
以数字化手段呈现，实现供应链高
效管理。仓库接单后，拣货、包装、出

货、配送一气呵成，减少中间环节，
提升发货效率。

邮件处理中心提前开展新工艺
项目建设，加大收寄一体机、矩阵分
拣等智能化设备投入，实现高效精准
分拣。长沙邮区中心局持续进行能力
提升改造，进口车间新增异形件环线
分拣线 1 条，扩容矩阵分拣设备，并
配备简易小型分拣机 1 套、智能分拣
搁架 33 套，集包效率提升至 1.6 万
件/小时，日处理能力提升至 230 万
件，较改造前提升 15%，为快递包裹
签收持续加速。

湖南邮政公司为服务大体量客
户，将预售订单的商品提前包装、出
库，配送至距离消费者最近的快递网
点暂存。待消费者支付尾款后，快递
员马上开始“最后一公里”的配送，让
收件人得到“分钟级”的收货体验。
11183 客服中心提前扩大备员规模，
保障客户诉求及时响应、客户问题及
时解决。

湖南邮政厉兵秣马备战“双11”
预计峰值投递量达178.1万件，为2019年的1.3倍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周闯 刘骄男）目前，我省大
部分转供电主体均按要求落实相关政
策，但也存在少数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
价行为。省市场监管局部署转供电价专
项整治行动，最新公布一批转供电主体
不执行国家电价政策、违规加价等典型
案件。

湖南铭星投资有限公司涉嫌转供
电违规加收其他费用案。该公司对其供
电终端用户 2019 年按 1.18 元/千瓦时
收取电费，2020年按1.1元/千瓦时收取
电费，超限价标准多收电费 4.97 万元；
将物业费核算标准与商户用电量挂钩，
收取物业费310.92万元。该公司被责令
整改清退，依法受到处罚。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涉嫌转供电违
规加价案。岳阳市市场监管局检查发
现，2018年11月至2020年1月，该学院
对其供电终端用户以 1.2 元/千瓦时的
标准收取电费，共计多收电费 8.55 万
元。目前，当事人已全部清退到位，被罚
款8.55万元。

益阳福中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涉

嫌转供电违规加价案。2019年1月至12
月，该公司对其供电终端用户按 1.15
元/千瓦时的标准收取电费，超限价标
准多收电费 206.41 万元。目前，当事人
已全部清退到位，被罚款41.28万元。

省市场监管局还公布了湖南玉升生
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涉嫌转供电违规加
价案、湘潭博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涉嫌
转供电违规加价案、湖南新合作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张家界分公司涉嫌转供电违
规加价案，并分别依法给予处罚。

转供电，是指电网企业无法直接供
电到终端用户，需由其他主体转供的行
为。按政策规定，转供电主体向所有终端
用户收取的电费总和，不得超过其向电
网企业缴纳的费用。2020年12月底前，
转供电主体要将降低工商业电价 5%的
优惠金额及时足额传导至终端用户。

省市场监管局表示，各地市场监管
部门将加大执法力度，持续开展专项整
治行动。对国有转供电主体自查自纠不
彻底，落实整改不到位，继续实施违规
加价的，提请纪检监察部门追究相关人
员责任。

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湖南公布一批转供电主体违反国家电价政策典型案件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易为 黄晓慧

“一业一证改革，为企业减少办理证
照次数，减轻负担，受益明显！”10 月 30
日，国药集团湖南潇湘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宁正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证照高效办理，让企业更能集中精力
谋求发展。

国药集团湖南潇湘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是一家医疗器械第三方物流平台。当
天，委托该公司贮存配送医疗器械的多
家企业，顺利变更营业执照，成为长沙市
市场监管局推行“行业综合许可登记改
革”的首批获益者。

提交一套材料，证照一次办结
湖南自贸试验区启动建设以来，我

省市场监管系统加速探索同一行业证照
合并办理的新模式，助力企业高质量发
展。依据相关行业市场主体的申请，对同
一行业的经营许可、经营备案和市场主
体登记事项合并办理，实施行业综合许

可登记。
对药品经营和医疗器械经营两个行

业涉及的各个经营许可和备案事项合并
办理，统一核发加载兼营业务许可备案
信息的《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器
械经营许可证》，试行“一业一证”。

对药品经营、食品经营（销售）、小餐
饮三个行业涉及的各个经营许可、经营
备案和市场主体登记事项合并办理，统
一核发加载许可备案信息的《营业执
照》，试行“一业一照”。

行业综合许可登记按照“一次表单、
一次申请、一次受理、一次核查、一次办
结”的模式实施。根据规定，申请人合并
办理的多个事项，只需提交一套材料，就
能一次办结。

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李沐表
示，行业综合许可登记改革是深化“一件
事一次办”改革、便利市场准入的具体体
现，有利于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企业和群

众的获得感。

做好“减法”，真正为企业减负
此次行业综合许可登记改革，长沙

先行先试，成效初显。
“本轮改革涉及药品经营、医疗器

械经营、食品经营（销售）、小餐饮四个
行业。”长沙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张庆和
介绍，考虑到食品经营（销售）、小餐饮
等行业的经营者只需办好营业执照和
经营许可证即可营业，对这些行业实
施“一业一照”改革，能够实现“准入又
准营”的目标。药品经营、医疗器械经
营行业需要办理的许可、备案事项较
多，尤其是药品经营行业通常要办理 4
个许可和备案凭证，分项分次办理导
致经营者实现正常经营的周期太长，
对上述行业实施“一业一证”改革，就
可一次性办齐所有许可和备案凭证，
大大缩短入市周期，彻底改变“准入容

易准营难”的局面。
做好“减法”，才能真正为企业减负。
长沙市行业综合许可登记改革领域

涉及的146个细分事项，通过合并办理，
整合为 35 个事项，压减 76%，需办理证
照同样减少。

不仅减事项、减证照，还减材料、减
时限、减跑动。

对应的35个事项，企业开办原需提
交表格材料精简了 85.5%，压缩时限
65.6%，跑动次数减少71.8%。

统计显示，长沙市此次改革涉及的
药品经营等四个行业，共有各类市场主
体172067户，占该市总量的15.08%，惠
及面将近六分之一。

“推行行业综合许可登记改革，便利
市场主体准入，释放市场活力。”张庆和
说，长沙将加快探索形成可复制的经验，
助力自贸试验区建设，让营商环境成为
城市闪亮名片。

“一业一证”，改革创造好环境

特殊食品，“特殊”在哪 第六届“湖湘杯”网络安全技能大赛
洞庭决赛选拔赛落幕

决赛将于11月15日在益阳举行

“马路市场”搬新家
11月2日，城步苗族自治县茅坪镇，人们在整洁有序的新农贸市场内选购商

品。今年，该县重点整治“马路市场”，通过新建、改建农贸市场，取缔了茅坪、丹口、
汀坪等5个乡镇的“马路市场”，有效消除了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优化了农产品
交易环境。 严钦龙 摄

经济
视野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记者 黄利
飞）在今天举行的“消费扶贫、爱心助
农”——沅陵县农产品长沙展示会暨
媒企共建签约活动上，华声在线股份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湘报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与沅陵县部分优质扶贫企
业、农产品企业代表签约，双方将通过
共建活动平台、共享工作资源等方式
进行深度互动，助力沅陵农产品走出
大山。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来自沅陵
县的碣滩茶、五强溪鱼、大合坪黑猪、
蜂蜜、山核桃油等数十种农特产品齐
齐亮相，引人关注。此次媒企共建，是
双方进行“消费扶贫”全新模式的探索
与尝试。通过产品展示、宣传，提升消

费者对沅陵县农特产品品质的认知；
通过湘报公司线下渠道，对农产品进
行渠道精准式、订单式、团膳式销售，
以达到农特产品的销售预期。

近年来，沅陵县加大产销对接，
引导社会各界消费来自贫困地区贫
困群众的产品和服务，以消费促进
贫困群众增收，促进精准脱贫。沅陵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易中华认为，
此次签约，是媒体参与消费扶贫行
动的一次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将
有益于提高沅陵县农产品知名度和
美誉度。

该活动由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省
扶贫办、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指导，华声
在线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主办。

媒企携手助力沅陵农产品走出大山
湖南湘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沅陵县农企

代表签约合作

湖南日报11月2日讯（记者 刘燕
娟 通讯员 蒋伟）日前，经省委批准，
省纪委监委对娄底市委原书记龚武
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
查调查。

经查，龚武生严重违反政治纪律，
搞政治攀附，与多人串供、向组织提供
虚假情况，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
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
律，违规收受礼金；违反组织纪律，不
如实报告个人房产情况，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调动方
面为他人谋取利益；违反廉洁纪律，利
用职权为亲属在工程项目承揽方面谋
取利益，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权及
职务影响谋利；违反工作纪律；违反生

活纪律；长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
程项目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为他人
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龚武生身为党员领导干部，背弃
初心使命，目无党纪国法，贪欲膨胀，
滥权妄为，与不法商人勾肩搭背、沆瀣
一气，帮助、纵容亲属插手工程项目敛
财，搞家族式腐败，且在党的十八大后
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
应予严肃处理。依据有关规定，经省纪
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
定给予龚武生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
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
所得；将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移送检
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
移送。

娄底市委原书记龚武生被开除党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