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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追溯一到 假燕窝自然走掉 

    2011 年血燕事件后，我国全面禁止燕窝产品进口。直到 2013 年 12 月 25 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AQSIQ）

发布了第 180 号公告，宣布准予符合《进口马来西亚燕窝产品检验检疫要求》的马来西亚燕窝产品进口。时隔近一

年后，昨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质检总局关于进口印度尼西亚燕窝产品检验检疫要求的公告》，宣

布印尼燕窝获准进入中国，我国燕窝市场逐渐步入正轨。 

  
    然而，面对日益增多的进口燕窝产品，我们应该如何管理，采取哪些措施，才能保证燕窝产品的质量安全、才

能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为此，记者采访到了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李立老师。 

  
    记者：李老师，您好。昨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了《质检总局关于进口印度尼西亚燕窝产品检验

检疫要求的公告》，宣布印尼燕窝获准进入中国，那么我国燕窝产品进口有哪些要求？ 

  
    李立：为了恢复燕窝贸易的正常化，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分别与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主管部门签定了

《输入燕窝产品的检验检疫和卫生条件议定书》，议定书规定输华燕窝产品加工企业应当按照《进口食品国外生产

企业注册管理办法》获得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注册后才能获准进口。同时进口的燕窝产品

必须符合以下一些要求：①属于我国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境外燕窝加工企业的燕窝产品。②具有《进境动植物检疫

许可证》。③具有出口国输华食用燕窝随附的相关证书。④符合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进口燕窝适用标准的

复函》中的要求。 

  
    记者：李老师，现在允许燕窝进口了，有哪些企业是合格的呢？ 

  
    李立：在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网站可查询到获华批准的燕窝加工企业名单。目前我国政府主

管部门批准了 8 家马来西亚燕窝加工企业和 3 家印尼燕窝加工企业可以向我国出口燕窝产品。马来西亚燕窝企业分

别为阳光燕窝有限公司（Sunshine Region Sdn Bhd）、正典集团（PT Swift Marketing Sdn Bhd）、天马燕窝有限公司

（Tian Ma Bird Nest Sdn Bhd）、官燕苑有限公司（Kuan Wellness Sdn Bhd）、福熙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Fuciphagus 
Agritech Sdn Bhd）、燕鸣资源有限公司（Yanming Resources Sdn Bhd）、瑞玛燕窝有限公司（Golden Mah Bird's Nest 
Sdn Bhd）、燕宝来有限公司（Yen Pao Lai（M）Sdn Bhd）。印尼燕窝企业为：PT.Adipurna Mranata Jaya，PT.ESTA 
Indonesia，PT.Surya Aviesta。 

  
    记者：那么我们要怎样保证是通过审核的企业的产品出口到中国？怎样保证消费者买到的是通过审核的企业生

产的产品，而不是其为满足市场需要收购的其他非注册企业的产品？ 

  
李立：以马来西亚为例，首先，根据中国国家质监总局和马来西亚农业部签订的《关于中国从马来西亚输入燕

窝产品的检验检疫和卫生条件达成议定书》第一条“马来西亚农业部和卫生部负责对向中国输出燕窝产品的检验检

疫工作，并由马来西亚农业部出具兽医卫生证书，马来西亚卫生部出具卫生证书”及第十条“中方在产品入境时实施

检验检疫，产品符合中国法律及相关标准和要求，方可入境”。 

 
更多内容详见：追溯一到 假燕窝自然走掉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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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我国将设食品安全首席专家 

    本报北京 11 月 27 日电 记者陈海波从国家卫生计生委获悉，为加强食品安全专家队伍建设和规范管理，充分发

挥专家智库的重要作用，我国将在卫生计生系统设立食品安全首席专家。国家卫生计生委日前已向各地发布了《关

于建立卫生计生系统食品安全首席专家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做好首席专家的遴选和管理工作。首席专家将

实行聘任制，分国家级首席专家和省级首席专家。原则上每省（区、市）聘任 1 名省级首席专家，地市级以下可根

据需要设立首席专家。 

    《意见》指出，首席专家应围绕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和社会关注的问题，积极收集和追踪食品安全信息及发展动态，

向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及时提供专业信息和建议，协助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开展风险交流和科普宣传等。首席专家还应

当带头保守工作秘密，不得以首席专家名义开展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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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咖啡类饮料国家标准》12 月起实

施 
    本报讯 孙明鑫 市场上的咖啡饮料越来越多，很受年轻人们的青睐，而在选购过程中，由于不少咖啡饮料的咖啡

固形物含量、咖啡因含量不明确，使得人们对这类产品的真实性存有疑问：咖啡饮料里真有咖啡成分吗？ 

    据了解，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的《咖啡类饮料国家标准》将从 12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作为国内首

个咖啡饮料标准，不仅填补了国内饮料标准体系中咖啡类饮料标准的空白，还能解开消费者心头的疑问。对于大多

数品牌的咖啡饮品外包装上，除了打出咖啡豆图案，标注了“××咖啡豆”、“纯正咖啡”等宣传字样，还注明了不少配

料成分。如某品牌的咖啡饮料的包装上，配料有白砂糖、植脂末、全脂奶粉、加糖炼乳、食用香精等在内的 20 多

种。而另一款知名品牌的咖啡饮料则包含了水、白砂糖、速溶咖啡、乳化剂、稳定剂等 10 多种配料。那么，咖啡

饮料里含有多少咖啡成分？通过观察发现，一些品牌的咖啡饮料特意标注了“沉淀物为咖啡成分”的提示信息，其咖

啡成分多为速溶咖啡、咖啡提取液、咖啡粉等。在咖啡固体含量信息方面，只有部分咖啡饮料特别做出标注，如“咖
啡提取液大于等于 0.6 克/100 毫升”，“速溶咖啡大于 1%”等。综合来看，咖啡饮料的咖啡含量多少不一，大多数饮

料将咖啡成分排在第三、四位，有的品牌则将咖啡成分排在了第六、七位。由此可见，咖啡饮料中固体咖啡的比重

并不大。 

    另据了解，很多消费者对咖啡饮料持否定态度。爱喝咖啡的周先生是一位司机，后备箱里少不了咖啡饮料，每次

去超市都会抬上两三箱。周先生说，开车爱困，车里备上几罐咖啡饮料，困时喝两口可以提神。但从口感来说，咖

啡饮料肯定没法跟纯咖啡比，只是方便携带罢了。市民赵先生也表示，咖啡饮料仅作为日常饮品，根本算不上咖啡。

“咖啡饮料的味道不错、甜味适中、香味浓郁，我喜欢喝。”比起咖啡豆现磨咖啡，咖啡饮料的口味更加多样，口感

更加丝滑，所以只能把咖啡饮料当作日常解渴的必备饮品。“咖啡饮料算不上咖啡，因为跟正宗的咖啡比，口感、

醇香度差的太远了。”开餐厅的张女士表示，咖啡饮料的咖啡含量确实让人怀疑，“我觉得咖啡饮料的味道更像是添

加剂调配出来的，有的咖啡饮料两三元一瓶，里面有没有咖啡很难说。”在超市里做咖啡饮料促销的销售人员介绍，

由于缺乏咖啡饮料的相关“国标”，目前市面上各品牌的咖啡饮料执行的都是企业标准，生产企业自己决定成分、配

料以及咖啡含量的多少。 

    业内人士认为，《咖啡类饮料国家标准》下月起实施，填补了国内饮料标准体系中咖啡类饮料标准的空白。《标

准》中，除规定咖啡饮料的特征性指标咖啡因的含量外，还将咖啡固形物含量作为技术指标进行严格规定。这两项

技术指标的制定，可以有效地保证咖啡饮料的真实性，进一步规范咖啡饮料的生产和消费市场。也有人提出质疑。

开咖啡厅的李宏经理认为，咖啡饮品可添加速溶咖啡成分，其纯度非常低，利润非常高。生产厂家在此基础上，在

产品中再添加一点咖啡“提取液”，就能拿来当咖啡饮料卖，这样虽然能达到国家指定标准，但口感和味道还是远不

如咖啡的。 

 

 

 
 
 
 

 文章来源：中国食品安全报 
 

4 
 

http://news.foodmate.net/tag_98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98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04.html
http://down.foodmate.net/standard/sort/3/4161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0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40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99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8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89.html


中国食品 
公安部打掉25个有毒添加剂和腐竹

窝点 
    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山东、河南、河北等地警方近日同时出动，共打掉生产有毒食品添加物的窝点 8 处和生

产有毒腐竹的“黑窝点”17 处，查扣有毒腐竹 3.3 万余斤，查实涉案金额 5000 余万元……如按非法添加比例计算，

插口的有毒食品添加物能生产毒腐竹 24 万吨，涉案金额 33.6 亿余元。 

    据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消息，这一案件的侦破，来自山东省滕州市警方不久前接到的一个举报。 

    举报人称，滕州市里滕平路上一家名为“真滋味”的饭店，白天大门紧闭，一到夜里经常散发出难闻的刺鼻味道。 

    山东省滕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亚增介绍，工作人员经过调查发现，这家名为“真滋味”的饭店早已停业，并被转租

给一名操外地口音的中年妇女沙某。然而，沙某承租饭店后，白天紧锁大门，一到晚上就有几个工人到这里生产一

种外包装上没有任何标识的白色粉末状物质。 

    山东省滕州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徐美湖介绍说，沙某对外宣称白色粉末为“漂白剂”，在厂内被工人称为“大
料”。令警方不解的是，这些“大料”的出货时间，总在深夜被车拉走。 

    为了查清真相，警方提取了沙某生产的“大料”样品，送往权威部门检测。鉴定结果显示，警方提取的样品中，根

本不含漂白剂的主要成分次氯酸钙和氯化钙，而是检测出了硼砂。 

    “检测之后出来的结果，令我们大吃一惊。”徐美湖说。硼砂具有防腐、增筋作用，因具有致癌性，早在 2008 年

就被禁止在食品生产中添加。 

      检测结果还显示，沙某生产的“大料”里面还含有焦亚硫酸钠和乌洛托品。焦亚硫酸钠因可能引起人体肝肾伤害，

2011 年被禁止在食品生产中添加使用。（食品伙伴网编辑注：根据《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

食品添加剂名单（第 1—5 批汇总）》，焦亚硫酸钠在 2011 年被列为食品中可能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并未被禁止

在食品添加剂中使用。） 

    乌洛托品属工业原料，其作用与“吊白块”类似，起到增白、保鲜、增加口感、防腐的效果，但可致人体过敏、致

癌、器官畸形等，2010 年被明令禁止用于食品生产。 

    警方侦查人员发现，沙某的窝点，出货量非常大，最多时仅一天卖出的“大料”就达 20 吨。 

    “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流向食品的环节，可能也只是一个违规违法的行为，不涉嫌构成犯罪。”山东省公安厅食药

环犯罪侦查总队总队长张月波说。 

因此，专案组决定从外围入手，暗查沙某的销售网络。调查发现，沙某的“大料”销往食品企业。“在河南交易的

时候，它直接进入了一家这个腐竹生产厂。”徐美湖说。 

更多内容详见：公安部打掉 25 个有毒添加剂和腐竹窝点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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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北京下架10种不合格食品 5种茶叶

稀土超标 
    中国质量新闻网消息 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最新发布的食品安全信息显示，在近期的监督检查工作中发现

“古福”牌小磨香油等 10 种食品不合格，现对不合格食品在流通领域采取停止销售措施。 

    爱喝茶的消费者注意了。此次公布的 10 种不合格食品中，有 3 种铁观音、1 种绿茶、1 种普洱茶被检出稀土超标。

稀土含量标准值为≤2.0 毫克/千克，而标注安溪新圳茶厂生产的铁观音（散装 201406），实测值为 18 毫克/千克，

是标准值上限的 9 倍；标注杭州忆江南茶叶有限公司生产的忆江南铁观音（清香型）（200g/盒 2014/03/22），实测

值为 4.0 毫克/千克；标注北京奇隆翔茶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奥特奥特精选绿茶（茶包）（160g/袋 2013 年 9 月 1
日），实测值为 5.4 毫克/千克；标注福建省安溪金美茶厂生产的铁观音（散装 20140720），实测值为 4.4 毫克/千
克；标注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春明茶厂生产的普洱茶（散装 20140720），实测值为 7.5 毫克/千克。 

    据了解，稀土在人体内具有蓄积性，残留体内会对肝肾功能、神经系统产生不良影响，长期低剂量摄入稀土可能

会给人体健康或体内代谢产生不良后果。 

    从不合格名单中还看到，标注长沙市家乡风味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素牛板筋（208 克/袋 2014/02/06）被检出乙酰

磺胺酸钾超标，标注北京百世口福食品有限公司丰台分公司生产的“古福” 小磨香油（400ml/瓶 2014/01/18）被检出

脂肪酸组成项目不合格，标注北京维力佳食品公司丰台分公司生产的桂花（散装 20140708）检出不得检出的二氧

化硫，北京市秦氏黑色食品开发公司生产的“秦氏” 核桃花生燕麦谷物（600g/袋 2014.09.03）被检出大肠菌群超标，

北京安定兴盛斋食品厂生产的哈雷蛋糕（计量称重 2014 年 9 月 2 日）被检出菌落总数超标。 

    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凡已购买上述不合格批次食品的消费者可凭购物小票和外包装向销售单位要求

退货。 

全市下架食品名单 

 

序号 样品名称 商标 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 
标注生产单位

名称 

不合格项目（标准值/实

测值） 
抽样地点 

1 素牛板筋 / 208 克/袋 2014/02/06 

长沙市家乡风

味食品有限公

司 

乙酰磺胺酸钾 g/kg

（≤0.3/1.22） 

北京松盛源商

贸有限公司 

2 小磨香油 古福 400ml/瓶 2014/01/18 

北京百世口福

食品有限公司

丰台分公司 

脂肪酸组成 
北京行宫利佳

商贸有限公司 

3 桂花 / 散装 20140708 

北京维力佳食

品公司丰台分

公司 

二氧化硫（克/千克）(不

得检出/1.52) 

北京京福兴源

茶叶销售中心

分店 

更多内容详见：北京下架 10 种不合格食品 5 种茶叶稀土超标  

 
 

文章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      
 

6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50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5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5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03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05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8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14/11/285321.html


中国食品 
质检总局通报10月份不合格进口食

品 287 批 
    11 月 27 日上午，质检总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办公室主任李静发布了 10 月份出入境检验检验情况，通

报了 10 月份进口食品化妆品不合格情况。 

    2014 年 10 月，全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共检出质量安全项目不合格的进口食品 287 批、化妆品 4 批。不合格食

品涉及 17 类产品，主要不合格产品是糖类、饮料类和糕点饼干类，来自 34 个国家或地区，标签不合格、品质不合

格和食品添加剂不合格等项目为主要不合格原因。不合格化妆品涉及 3 类产品，分别是肤用化妆品、香水类化妆品

和其他化妆品，来自 4 个国家或地区，不合格原因为证书不合格、禁限用物质、包装不合格和标签不合格。 

    对以上不合格的进口食品化妆品，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均采取了退运或销毁等措施，未进入国内市场。有关

详细信息，将在质检总局网站上予以公布。 

    发布会详细信息详见质检总局网站：http://www.aqsiq.gov.cn/zjxw/zjxw/zjftpxw/201411/t20141127_427722.htm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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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将出试点包

括婴幼儿乳粉等 
    据上证报消息，《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已完成意见征集，草案中增设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以此为契

机，保监会近日草拟了《关于开展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目前正在保险业征求意见。 

    根据征求意见稿，将在群众反映强烈的、高风险的重点行业及重点领域首先开展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试点，试

点范围包括：婴幼儿配方乳粉、液态奶、肉制品、食品添加剂；学校食堂、单位食堂、集体用餐配送单位、餐饮服

务连锁快餐企业；食品安全事故高发的地方特色食品产业等。 

    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试点一旦推动，对于经营财产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是利好。虽然“不盈不亏”是经营强制性保

险的一大原则，但对于保险公司扩大保费规模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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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北京发布食药安全监管信用体系管

理办法 失信将被扣分 
食药从业者失信将被扣分

明年 1 月 1 日执行；不良信息依失信等级累计扣分；一次扣满 12 分不得再次获得经营许可 

    新京报讯 （记者廖爱玲）被责令停产停业的，扣 6 分；食品药品违法受到刑事处罚，一次扣 12 分……像开车违

章扣分一样，北京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也将受到信用约束，各类不良信息依照不同分值累积扣分，满 12 分就会被

锁入“黑名单系统”。 

    近日，北京市食药监局公布了《北京市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用体系建设管理办法（试行）》，并将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失信信息解除仍可查到

北京市食品药品安全信用信息由食品药品生产经营的基本信息、准入信息、良好信息、不良信息组成，囊括食品

（含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等生产经营主体及从业人员。

    不良信息包括提示信息、警示信息，记录期限为 3 年，期限届满后“系统将自动解除记录并自解除之日起转为永

久保存的信息”。这意味着，不良信息即使解除了但还是能被查询到。 

三类行为一次扣 12 分 

市食药监局将对不良信息按失信程度，分为三个失信等级并按不同等级扣分。一旦生产经营者的信用扣分累积满

12 分后，就会被锁入“黑名单系统”，期限为 3 年。 

    比如，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折合金额 10 万元内的，每次扣 2.5 分；被责令停产停业的，或者被国家食

药监总局、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食药监局通报的全国性或跨区域严重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每次都扣 6 分。 

当经营者被行政机关给予撤销或吊销许可证、批准证明文件处罚；被禁止申请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业人员

被禁止从事食品药品生产经营活动等资格处罚的；因食品药品违法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这 3 种违法行为最严重，

一次性扣 12 分，直接进入“黑名单系统”，而且不得再次获得许可从事食品药品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申请信用修复。 

■ 入“黑名单”者将受到 8 种信用惩戒

●不予办理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许可申请业务；

●发布监管公告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更多内容详见：北京发布食药安全监管信用体系建设管理办法从业者 失信将被扣分

文章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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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台湾“黑心豆腐”被证实虚惊一场 

使用的石膏为“食用级” 
    北京商报讯（记者 齐琳 张茜岚）与台湾顶新黑心油事件愈演愈烈不同，“黑心豆腐”被证实为虚惊一场。近日，

川武食品在其官网上发布桃园县政府卫生局检验其使用永昌化工石膏的豆腐产品符合食品添加物使用规格，并同意

已预防性下架的产品重新贩售的函文。并在声明稿中“恳请主管机关能够给予主动通报、立即停产、立即回收下架，

以及愿意主动负责赔偿的厂商更多的支持”。 

    据了解，桃园县政府卫生局日前公布，川武食品公司“大汉传统板豆腐”使用的凝固添加物石膏，经检验证明为“食
用级”，结果符合食品添加剂使用规格，无食用疑虑，同意川武食品公司旗下“大汉传统板豆腐”已预防性下架产品重

新贩售。并指出，为厘清永昌化工公司贩卖的石膏疑虑，桃园县政府抽验主动通报业者川武食品及新蓬莱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所有的石膏，以特急件送卫福部认证检验机构依“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暨规格标准”检验，检验结果

符合食品添加物使用规格。 

相关报道： 台湾食安爆不停：大汉板豆腐用工业石膏 保险粉浸泡豆芽菜卖 66 年 

 

 

 

 

 

 

 

 

 

 

 

 

 
 
 

 
 

 文章来源：北京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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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广州食药监局曝光39批次不合格食

品 两批次食用油酸值超标 
    中国质量新闻网消息  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最新公布的食品安全信息显示，1017 批次受检产品中，不合格

食品 39 批次，占 3.8%。各监管部门已对抽检不合格食品依法实行下架、封存、召回等措施，按规定通报相关监管

部门，对生产经营不合格食品的单位依法进行查处。 

    狮球唛特级初榨橄榄油上不合格名单 

    此次在生产环节对饮料、速冻食品等 13 大类食品进行了日常抽样检验，共抽查 135 批样品，经检验实物质量不

合格 10 批次，实物质量不合格产品发现率为 7.4%。如标称广州市雅士达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澳家” 软心煎

卷（123g/盒 2014-09-15）被检出大肠菌群超标。 

    在流通环节对粮食加工品、食用油、肉制品、乳制品、酒类等食品进行抽样检验，共抽取样品 718 批次。经检验，

实物质量不合格 28 批次，实物质量不合格产品发现率为 3.9%。如，标称番禺合兴油脂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狮球

唛特级初榨橄榄油（500mL/瓶 2013-1-21 ）被检出酸值、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DEHP）超标，标称广州

市金妮宝食用油有限公司分装厂生产的一批次金妮宝食用大豆油（一级）（5L/瓶 2014-7-28）被检出酸值超标。酸

值是反映食用油脂氧化酸败程度的重要指标。油脂的氧化分解会使油脂分解产生脂肪酸、醛类和酮类等物质，这不

仅使产品的色、香、味发生改变，而且氧化产物如醛、酮等具有一定的毒性，会影响人体健康。 

    在餐饮服务环节对酱汁类调味品、卤水汁、熟肉制品、酒类进行监督抽检，共抽取样品 164 批次，经检验不合格

1 批次，实物质量不合格产品发现率为 0.6%。广州市食为天西增酒家有限公司自制的叉烧被检出苯并（α）芘超标。

食药监部门提醒，经过多次使用的高温植物油、煮焦的食物、油炸过火的食品、烧烤和烟熏肉制品等会含有苯并（α）
芘，长期摄入具有致癌作用。 

    另外在种养殖环节，全面开展蔬菜农药残留、生猪“瘦肉精”等畜禽违禁药物、水产品违禁药物监测，累计监测（含

速测）种植业产品 23638 份，合格率 99.6%；畜禽产品监测盐酸克伦特罗 59855 份，莱克多巴胺 59080 份，其它项

目 112 份，总体合格率 100%；水产品 654 份，合格率 100%。 

    一批次饮用纯净水菌落总数超标 2500 多倍 

此次在生产环节、流通环节共检出 8 批次不合格瓶、桶装饮用水。其中，标称广州市龙延水业有限公司、广州

市白云区禾乐饮用水厂、广州市渴望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广州市伍仙源饮用水有限公司、广州市天河龙脉泉饮用

水厂、博罗县罗浮山华清泉山泉水有限公司、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来乡泉饮用水有限公司等 7 家企业生产的 7 批次

产品被检出菌落总数超标。 

更多内容详见：广州食药监局曝光 39 批次不合格食品 两批次食用油酸值超标 

 

 
 文章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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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国家质检总局发布 2014 年 10 月进境不

合格食品、化妆品信息 
    郑重说明： 

    本表所列进口不合格食品、化妆品信息仅指所列批次食品、化妆品。表中所列批次食品、化妆品的问题是入境口

岸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时发现的，都已依法做退货、销毁或改作他用处理；这些不合格批次的食品、化妆品

未在国内市场销售。 

附件 1：   进境不合格食品化妆品信息（2014 年 10 月）.xls 

 

 

 

 

 

 

 

 

 

 

 

 

 

 

 

 
 

  
文章来源：国家质检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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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

发《北京市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用

体系建设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区县局，局机关各处室，各直属分局，各直属事业单位： 

    《北京市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用体系建设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市局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

照执行。 

    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4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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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jda.gov.cn/publish/main/5/69/1195/2014/20140924101300060487102/20140924101300060487102_.html


 

国内预警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

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

的决定》的通知 
    2014 年 10 月 23 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50 号，

以下简称《决定》），其中，涉及农业部门 12 个项目（详见附件）。 

    请各单位认真落实《决定》精神及有关要求，扎实做好取消下放及调整或明确为工商登记后置审批事项的后续衔

接落实，确保各项工作无缝衔接，平稳过渡。 

    特此通知。 

    附件：1. 国务院决定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农业部部分） 

    2. 国务院决定取消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目录（农业部部分） 

    3. 国务院决定调整或明确为后置审批的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农业部门部分） 

    农业部办公厅 

    2014 年 11 月 21 日 

更多内容详见：农业部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的通知 

 
 
 
 
 
 
 
 
 
 
 
 
 
 

 
 

 
 文章来源：农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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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食品安全工作规范和卫生

计生综合监督执法机构食品安全工

作规范的通知（国卫食品发〔2014〕

8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中心、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为贯彻国务院机构改革、转变职能要求，规范地方卫生计生部门依法履行食品安全职责，我委组织制定了《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食品安全工作规范》和《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机构食品安全工作规范》（以下统称《工作规范》）。

现印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工作要求： 

    一、卫生计生部门承担着食品安全标准制定、风险监测、风险评估和食源性疾病防治管理等工作，责任重大，任

务艰巨。地方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按照同级党委、政府的部署，切实加强领导，依法

履行职责。各地要创新思维，抓住机构改革机遇，积极争取政府支持，对具体承担食品安全工作任务的疾控机构和

监督机构予以应有的履职保障，确保在机构改革中卫生计生系统的食品安全工作得到加强。 

    二、按照《工作规范》要求，结合各地实际，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充分发挥疾控机构和综合

监督机构的职能作用，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三、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巩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坚持一岗双责，将食品安

全履职与落实党风廉政主体责任结合起来，狠抓各项工作落实。要充分发挥卫生计生系统专业技术优势，树立良好

的为百姓健康和饮食安全服务的部门形象。 

    四、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中心、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要按照职责分工，充分发挥

国家级食品安全技术牵头作用，加强调查研究，帮助基层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做好对地方疾控机构

和监督机构食品安全工作的技术指导和支持。 

    各地在执行规范中的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反馈我委食品司。 

    附件：1.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食品安全工作规范.doc 
    2.   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机构食品安全工作规范.doc 

    国家卫生计生委 

    2014 年 11 月 14 日 

 

 

 文章来源：卫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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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百事一款饮料在澳大利亚被通报 

食品伙伴网讯  据澳大利亚农业部网站消息，11 月 21 日澳大利亚农业部发布了 10月份进口食品违规报告。报告

显示，美国百事公司一款软饮料因含咖啡因，违反澳进口食品控制法规定。 

 

以下是通报的具体情况：  

 

违规日期 产品描述 原产国 厂家 违规类型 检测结果 标准 

24/10/2014 软饮料 美国 Pepsico Inc 成分 检出咖啡因 FSC 1.3.1 

 
FSC1.3.1 下载地址：   FSC1.3.1.rar 

 
原文链接：http://www.agriculture.gov.au/biosecurity/import/food/failing-food-reports/2014/october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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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英国发布食品报告警惕生鸡携细菌 

    英国食品标准局打算于本周发布一份报告，证实超市中售卖的新鲜整鸡含有一种叫做弯曲杆菌的细菌。而且，这

种细菌可能存在于有包装整鸡的外包装袋上，并且有很高的风险可能污染买家冰箱里的其他食品。 

    弯曲杆菌最早发现于１９６３年，在家禽肠子等内脏中大量存在，人感染后可能出现连续数日的急性腹泻、腹痛

等症状。在英国，医疗机构证实每年有２８万人因整鸡上的弯曲杆菌而致病，而实际感染人数可能超过５０万。 

    英国食品标准局在今年８月曾发布一份报告，显示英国主要超市和市场零售店中售卖的新鲜整鸡中约６０％都携

带弯曲杆菌，在所有带有独立包装的整鸡中，约４％的包装袋外部携带这种可致病细菌。 

    但最新调查发现，弯曲杆菌污染生鸡及外包装的比例可能更高。最新调查以英国主要连锁超市中的４０００份整

鸡为样本进行细菌化验。 

    【家庭处理有讲究】 

    通常情况下，家庭从超市买回生鸡后，会进一步洗净，如果不马上食用，会放在冰箱冷藏室或冷冻室内。但食品

标准局一名发言人说，在这一过程的不少环节中，都会导致细菌污染或感染。 

    在接触生鸡或包装袋时，可能让人感染弯曲杆菌。因此，在处理完生鸡后，应当仔细用温水和肥皂洗手。特别重

要的是，洗净的生鸡应当立即装入密封袋内“隔离”，而后放入冷藏或冷冻室的底层，防止有水滴在其他食品上。 

    卫生官员还建议，要特别小心清洗生鸡的过程，四溅的水会污染操作台或其他器皿。另外，在烹制食品时，应当

确保高温处理和熟透，弯曲杆菌在高温下会死亡。 

    在本周发布的报告中，食品标准局可能会对售卖生鸡的超市提出更高要求。 

    在西方国家，家庭购买整鸡主要用于烤箱烤制。一些连锁超市已经表示，今后准备只售卖免清洗、并可直接将外

包装置入烤箱一同烤制的整鸡产品，最大程度减少顾客感染弯曲杆菌的处理环节。（凌朔 新华社特稿） 

 

 

 

 

 

 

 
 

 文章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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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联合国警告欧洲防范新禽流感大面

积爆发 
    中新社联合国 11 月 24 日电 （记者 邓敏）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24 日警告称，在欧洲发现的新

型禽流感病毒对家禽构成严重威胁，位于黑海和东大西洋沿岸鸟类迁徙路线上的国家尤其应该加强防范。 

    德国、荷兰和英国都已证实，在这三国的家禽农场中发现的新禽流感病毒皆为 H5N8，而且德国政府在一只野生

鸟类身上也找到了这一病毒。 

    本月，英、德、荷三国爆发禽流感病毒。据当地媒体 23 日报道，德国北部梅前州农业部证实，调查人员在当地

一只野鸭体内检测出 H5N8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欧洲首次在野生鸟类体内检出这种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 

    粮农组织警告说，在一些兽医应对能力有限的国家里，如果生物安全条件较差的家禽养殖体系被 H5N8 型病毒感

染，那么这一病毒会迅速传播，并对这些国家脆弱的生计以及经济、贸易造成毁灭性打击。这些国家最好赶紧采取

措施提高生物安全，保持警惕，尽早发现疫情并启动兽医服务快速应对。 

    H5N8 型病毒目前还未被确认是否会感染人类，但它对于家禽而言仍然是一种高致病性病毒，会造成大量家禽死

亡。专家称，英德荷三国在间隔非常短的时间内发现 H5N8，而且在野生鸟类和三个完全不同的家禽养殖体系中同

时被发现，这说明野生鸟类在传播 H5N8 型禽流感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野生鸟类感染病毒后症状并不明

显，并可携带病毒远距离迁徙。 

    尽管迄今仍未有人感染 H5N8 的病例，但 H5N8 却与 H5N1 型病毒有关，后者在 2005 年到 2006 年期间从亚洲传

至欧洲和非洲，造成近 400 人和数以百万计的家禽死亡。 

    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称，新病毒的出现提醒全球，禽流感病毒还在继续进化，仍对公共健康、食品安全、

贸易和经济造成潜在危险。因此，全球仍应保持高度警戒，持续采取控制措施和金融资助。（完）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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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日本担心中澳 FTA 影响澳对日乳制

品出口 
    【荷斯坦网 11 月 24 日讯】 据澳大利亚 ABC Rural 报道，中澳之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FTA） 近来让一些

日本乳制品市场的专家颇感焦虑，担心澳大利亚对中国增加乳制品出口会使得澳大利亚对日本出口受到影响。 

    近日在日本举行的一次乳制品行业会议上，一些进口商要求澳大利亚继续保证对日本市场的乳制品出口供应。

为此，澳大利亚乳业局主席 Geoff Akers 表示，如果日本进口商继续支付，澳大利亚当然也会继续对日出口。 

    Akers 先生说：“我们的乳制品在日本市场十分受欢迎，因此日本对中澳 FTA 的签署表示担心，他们担心供给

会受到影响，要我们保证对日本的出口不受影响。” 

    据荷斯坦了解，日本是澳大利亚乳制品的最大进口国，主要产品为奶酪、脱脂奶粉和全脂奶粉。2013 年日本

进口澳大利亚奶酪 8 万吨，脱脂奶粉和全脂奶粉 4 万吨。2013 年澳大利亚对日本的乳制品出口额为 3.04 亿美元，

占乳制品出口总额的 18%。 （荷斯坦奶农俱乐部网编译整理） 

 

 

 

 

 

 

 

 

 

 

 
  

文章来源：荷斯坦奶农俱乐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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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韩媒曝品客薯片钠含量超标一倍引

健康担忧 
    国际在线专稿：据韩联社 11 月 27 日报道，韩国一项调查显示，韩国进口的品客薯片实际钠元素含量是营养表中

标注含量的 2 倍。 

    日前，韩国消费者市民联盟对韩国市面上出售的 15 种薯类零食中的钠含量进行了测定。其中“品客薯片” 原味（重

量 110 克）产品营养表中标记的钠含量是每 25 克产品含 58 毫克钠，然而实际测得 25 克薯片钠含量为 114 毫克，

是标注量的 197%。 

    据悉，韩国食品标注标准规定，食品钠含量的误差不得超出标注含量的 120%。薯愿、秀美薯片等其他 14 种受检

薯片的钠含量误差均在允许范围之内。韩国消费者市民联盟负责人表示：“品客原味薯片的钠含量超标，我们已经

联系品客薯片的进口商，他们已经决定在营养表上将钠实际含量改为正确值 110 毫克”。 

    据悉，由于常吃腌制食物和过烫的汤类和烤肉等高盐高钠食物，韩国人平均每日摄入的钠含量高出推荐量，而过

多摄入钠元素对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增加患中风和心脏病的危险。韩国今年掀起了了“少吃钠运动”，全国民众都

开始重视过多摄入钠元素的问题。 

 

  

    品客原味薯片产品营养表标记每 25 克产品含 58 毫克钠，然而实际测得 25 克薯片钠含量为 114 毫克（网页截图） 
 
 

   
文章来源：国际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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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澳洲 Bonsoy 豆奶碘含量超标 50 倍

受害者索赔 1.3 亿 
    中新网 11 月 25 日电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近日澳大利亚近 496 名消费者投诉 Bonsoy 牌豆奶碘含量过高，

消费者与该品牌生产商及经销商达成了一个 2500 万澳元（约 1.3 亿人民币）的赔偿协议。据悉，这是澳大利亚史上

最高的一次食品安全事件赔偿。 

    据介绍，澳洲 496 名消费者在 2004 年至 2009 年间，因饮用 Bonsoy 牌豆奶引致体内碘含量超标，导致多项健康

问题，更有孕妇因而小产，他们集体入禀控告生产及销售豆奶的 3 间企业，双方昨日达成和解，原告合共获赔偿 2500
万澳元。 

    Bonsoy 于 2003 年 8 月改变配方，把豆奶内的昆布（海带）改为昆布粉，碘含量因此大幅超标，每杯豆奶碘含量

达成人每日建议摄取量的 50 倍。公司直至 2009 年才发现豆奶出问题，全面回收并修改配方，翌年重新推出市场，

香港当年亦曾全面回收该产品。 

    受害人之一的唐尼 2008 年产后为增加母乳分泌，饮用大量 Bonsoy 豆奶，不过由于她的体质不宜摄取碘，豆奶引

起强烈副作用，导致她头发脱落、牙肉出血，更全身乏力，无法抱起女儿，其后两年她一直卧床，丧失与女儿共处

的宝贵时光。她本打算再生育，但碘大量积聚令她自此不育，免疫力明显下降，她表示这次的和解总算是讨回公道。 

    代表受害人的律师瓦尔杰斯指出，人体摄取过多碘会抑制新陈代谢，影响甲状腺功能，可引致心悸、全身乏力及

焦虑等症状，严重者或需透过手术切除甲状腺。瓦尔杰斯认为，这次的结果彰显消费者权益，能有效警告生产商注

意食品安全。（中新网生活频道）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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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美国修订溴氰菊酯在鱼体内的最大

残留限量 
    食品伙伴网讯  据美国环保署（EPA）消息，11 月 7 日美国环保署发布公告，将溴氰菊酯（Deltamethrin）在鱼体

内的最大残留限量修订为 0.01ppm。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2015 年 1 月 6 日。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产品名称 限量要求（ppm） 

淡水有鳍鱼 0.01 

淡水养殖有鳍鱼 0.01 

其他海水有鳍鱼 0.01 

海水有鳍金枪鱼 0.01 

 
    原文链接：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articles/2014/11/07/2014-26430/deltamethrin-pesticide-tolerances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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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2014年11月输日食品违反日本食品

卫生法情况 
更多信息查询请见：输日食品违反情况查询 

 

发布日期 品  名 条文 制造者 
发

货

者 

生

产

国 

不合格内

容 

担

当 检
疫所 

输入

者 
原

因 
措施

状況 
备考 

11 月 2 日 

无加热摄取冷

冻食品：鱿鱼

类（鱿鱼片）

(FROZEN 
SQUID 
HALFCUT) 

第 11 条

第２項 
ONGKORN COLD 
STORAGE CO., LTD. 

  
泰

国 

成分规格

不合格（大

肠菌群 阳
性） 

大阪 

株式

会社 

カー

ナム 

  

废弃、

退货

等（全

量保

管） 

监控

检查 

11 月 2 日 

生食用冷冻新

鲜鱼类贝类：

海胆(FROZEN 

SEA URCHIN) 

第 11 条

第２項 
MEKENI FOOD 
CORPORATION 

  

菲

律

宾 

成分规格

不合格（细

菌数 

3.6×10⁶ 
/g、大肠菌

群 阳性、

副溶血性

弧菌 
1,100 /g） 

東京 

株式

会社 

八丁

幸 

  

废弃、

退货

等（全

量保

管） 

自主

检查 

11 月 2 日 
冷冻养殖剥皮

虾 
第 11 条

第２項 

DANANG 
SEAPRODUCTS 
IMPORT EXPORT 
CORPORATION 

  
越

南 

成分规格

不合格（检

出 呋喃唑

酮（作为

AOZ） 

0.002 
ppm） 

東京 
丸紅 

株式

会社 
  

废弃、

退货

等（全

量保

管） 

命令

检查 

11 月 2 日 

饮食器具（瓷

器制）：杯子

（MOCCA 
CUP） 

第 18 条

第２項 

LINDNER 
PORZELLANFABRIK 
KG 

  
德

国 

材质规格

不合格（铅 
不合格） 

関西空

港 

株式

会社 

イク

ス 

  

废弃、

退货

等（全

量保

管） 

自主

检查 

更多内容详见：2014年 11 月输日食品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情况（11 月汇总）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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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德国消费者保护及食品安全局发布

食品预警信息 
    说明：本资料来自德国消费者保护及食品安全局官方网站，由食品伙伴网翻译整理，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

有任何疑问，联系 news@foodmate.net 

通报日期 通报产品 制造商/带入流通者 
通报原

因 
涉及州（按字母顺利排列） 措  施 

26.11.2014 

Belgix 华夫饼, 

550g und „Belgix 
牛奶巧克力华夫

饼, 455g 

 
  

制造商: Biscuiterie Thijs N.V., 
Herentals (Belgien), 销售商: 

LIDL, Neckarsulm 
  

化学溶

剂污染 

巴登符腾堡, 巴伐利亚, 柏
林,勃兰登堡，不莱梅,汉堡,
黑森，北莱茵-威斯特法伦,
莱茵兰-法尔茨,萨尔，萨克

森,萨克森-安哈特，石勒苏

益格 -荷尔斯泰因，图林

根    

相关产

品召回 

25.11.2014  

Alnatura 4 种麦片

糊 (婴儿 4 个月

大) 250g 

 
  

制造商：Alnatura Produktions- 

und Handels GmbH 
Darmstädter Str. 63, D-64404 
Bickenbach 
  

发现天

然莨菪

烷生物

碱 

  

巴登符腾堡, 巴伐利亚, 柏
林,勃兰登堡，不莱梅,汉堡,
黑森，下萨克森，北莱茵-
威斯特法伦,莱茵兰-法尔茨,
萨尔，萨克森,萨克森-安哈

特，石勒苏益格 -荷尔斯泰

因，图林根    

相关产

品召回 

24.11.2014   
  

卵磷脂颗粒 

制造商：boma-lecithin GmbH 

Neustadt 10 
24939 Flensburg 
  

大豆未

标注 

巴登符腾堡, 巴伐利亚,汉
堡,黑森，下萨克森，北莱茵

-威斯特法伦,萨尔，萨克森-
安哈特，石勒苏益格 -荷尔

斯泰因，图林根    

相关产

品召回 

19.11.2014 

Icewind 烟熏三

文鱼, 

 
Icewind 烟熏三

文鱼，胡椒味 

 
  

制造商：ICEWIND Prod.- u. 

Vertriebsges. mbH & Co. KG, 
Neue Str. 21, 
21244 Buchholz 
  

李斯特

菌污染 

巴登符腾堡, 巴伐利亚,汉
堡,黑森，下萨克森，北莱茵

-威斯特法伦,莱茵兰-法尔

茨,萨尔 

相关产

品召回 

18.11.2014  

kernig 燕麦片  

 
  

制造商：Flechtdorfer Mühle 

Walter Thönebe GmbH 
Alte Braunschweiger Straße 31 
38165 Lehre 
  

金属异

物风险 

柏林,勃兰登堡，黑森，下萨

克森，北莱茵-威斯特法伦,
萨克森 

相关产

品召回 

 
更多内容详见：德国消费者保护及食品安全局发布食品预警信息（11 月汇总）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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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2014年11月中国出口韩国食品违反

情况（25 日更新） 
    说明：本资料来自韩国食药监局官方网站，由食品伙伴网翻译整理。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有任何疑问，

请联系 news@foodmate.net。*本页提供的出口阶段违反食品均作返回出口国或废弃处理。 
 

发布日期 
处理

机构 
产品

类别 
产品名称 

韩语产品名（英语

产品名） 
制造商/出口公

司 
违反内容 基准 结果 

2014.11.03 
京仁

厅 

家具

容器

包装 

真空保温

保冷水壶 

진공 보온보냉 
주전자 

(VACUUM POT) 

KONGSENG 
APPLIANCES 
LTD. 

检验出铁（镀铬

钢）， 
镍(0.5%枸橼酸溶

液)超标 

0.1mg/L 1900-1-1 

2014.11.04 

釜山

厅（子

星台） 

加工

食品 
水煮薇菜 

삶은 고비 

(BOILED 
OSMUND) 

SHUCHENG 
SHENGGUI 
FOODS CO 
LTD 

镉超标 
 0.05mg/
kg  

0.34mg/
kg 

2014.11.05 

食品

医药

处 

食品

添加

剂 

TG.AK 
902 谷氨

酰胺转胺

酶 

티지.에이케이구
공이(트랜스글루
타미나아제) 

(TG.AK 
902(TRANSGLUT
AMINASE)) 

TAIXING 
DONGSHENG 
FOOD 
SCIENCE & 
TECHNOLOG
Y CO.,LTD 

含量不达标 
标识范

围的 

90.130% 
1900-1-0 

2014.11.06
（台湾） 

京仁

厅 
加工

食品 
草莓糖浆 

딸기시럽(딸기과
육 5%) 

(STRAWBERRY 
CONC. SYRUP) 

MING SHENG 
FOOD 
ENTERPRISE 
CO.,LTD 

检验含有防腐剂

安息香酸 
1900-1-0 

 0.392g/
kg 

2014.11.06 

釜山

厅（梁

山） 

加工

食品 
蕨菜淀粉 

고사리전분 

(BRACKEN 
STARCH) 

HUBEI 
SHANYOU 
TESE 
NONGYEF 
CO. LTD 

灰分超标 
0.4%以

下 
1900-1-0 

2014.11.07
（台湾） 

京仁

厅 
(机
场) 

加工

食品 
冷冻芒果 

냉동망고 

(FROZEN 
MANGO) 

LYTONE 
ENTERPRISE 
INC. 

大肠菌群超标 
 n=5,c=2,
m=10,M
=100  

 560,260,
10,20,11
0 

 
更多内容详见：2014 年 11 月中国出口韩国食品违反情况（11 月 25 日更新）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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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2014年10月我国食品违反澳大利亚

进口食品控制法情况 
说明：本资料来自澳大利亚农渔林业部（DAFF）官方网站，由食品伙伴网翻译整理。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

处。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news@foodmate.net 

  
序号 违规日期 产品描述 厂家 违规类型 检测结果 标准 

1 23/10/2014 海藻 Tai Yin Hing 无机砷 50 mg/kg HJS 05/2014 

2 20/10/2014 枸杞 A&I 

International 

Trading 

Limited 

毒死蜱 0.13 mg/kg FSC 1.4.2 

 
    原文链接：http://www.agriculture.gov.au/biosecurity/import/food/failing-food-reports/2014/october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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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2014年 11月美国FDA自动扣留我国

食品情况（28 日更新） 
    说明：本资料来自美国 FDA 官方网站，由食品伙伴网翻译整理，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有任何疑问，联

系 news@foodmate.net 

  

预警编号 发布日期 产地 企业名称 产品描述 可疑项目 

99-08 
11月 19

日 

浙江余

姚 
Yuyao Yinshu Green Food Co., ltd. 芹菜 苯醚甲环唑 

99-21 
11月 24

日 

浙江杭

州 

Zhejiang Suntech Import & Export 

Co.,Ltd 
蘑菇 

未声明亚硫

酸盐 

99-32 
11月 20

日 

广东潮

州 

Chaozhou Chaoan Sauce Stuff Provinsion 

Fty 

蔬菜、水果、零

食等 

不配合 FDA

检查 

99-32 
11月 21

日 
上海 

Shanghai Wei Chuan Foods Industrial 

Co., Ltd. 
果蔬、零食等 

不配合 FDA

检查 

     
    本次通报还显示我国两家出口企业的产品获得美国 FDA 认可。这两家企业分别为山东临沂的“Linyi Shansong 
Biological Products Co., Ltd.”、广东湛江的“Savvy Seafood Inc.”。 

     
原文链接：http://www.accessdata.fda.gov/cms_ia/country_CN.html 

 
食品伙伴网编辑声明： 

 
美国 FDA 通报列表中显示的“绿色警报”对应的意思为解除自动扣留措施，表明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过硬，已经获得美

国 FDA 认可，对于之前的翻译，部分网友可能会误解，因此特此声明。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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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研究人员称大量吃蛋糕饼干或使记

忆力变差 

    中新网 11 月 27 日报道，据“中央社”27 日报道，研究人员发现，蛋糕、饼干、冷冻派与其他烘焙产品，长年来

为增加食品保存期限而使用反式脂肪，如果大量摄取恐怕会使年轻人与中年人的记忆力变差。 

    美国《大学先驱报》（University Herald）报道指出，过去研究已知摄取反式脂肪和体重及心脏疾病有关。研究

主笔、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院教授葛隆（音译，Beatrice Golomb）告诉“今日美国报”（USA Today）：“反式

脂肪会增加食物保存期限，却会缩短人类寿命。” 

    葛隆还表示，“它们是代谢毒药，对人体不好，且没有提供任何人体所需营养素。” 

    本次研究对象是约 1000 名未罹患心脏疾病的成年人，包括 20 岁以上男性与停经后妇女。研究人员要求调查对象

填写问卷以评估反式脂肪摄取量，并检测他们的记忆力。 

    研究人员拿出 104 张字卡，然后让接受调查人员说出是新的字卡还是之前已经出现过的字。实验表明，摄取最大

量反式脂肪的人，在记忆力测验的表现明显较差；且和摄取量最少的人相比，记得的字总数少了约 10%。 

    研究人员还将试验对象年龄、教育程度、种族与是否罹患忧郁症等纳入考量，得出的结果依然相同。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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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研究人员称每天喝酸奶可降低患糖

尿病风险 
    中新网 11 月 26 日电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美国研究人员表示，每天喝两汤匙、大约 28 克的酸奶，就可以

减少两成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机会。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资深研究员组织实施三个长期研究。这些研究一共涵盖了 20 万名男女，时间达 30 年。这

些人一开始都没有糖尿病。30 年后，逾 1.5 万人得了糖尿病。 

    研究团队进一步分析这些患者的饮食发现，每天喝酸奶的人比较不容易得糖尿病。研究人员表示，“吃得越多，

得病的机会就越少”。 

    研究人员认为，酸奶里的细菌可以让新陈代谢保持正常，同时代谢调胃里引起肥胖的细菌，避免患糖尿病。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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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科学家研发特殊新产品喝饮料等于

做燃脂运动 
    中新网 11 月 25 日电 据“中央社”25 日报道，瑞士食品制造商雀巢（Nestle）旗下研究机构的科学家正在研发一

种特殊的食物剂，服用就等于在运动。 

    这项突破与一种影响老鼠代谢的酵素有关，原理如同燃脂运动。研究人员说，这项突破最终可以研发成产品，帮

助残障人士或因病痛而无法享受运动生活的人。 

    瑞士洛桑（Lausanne）雀巢健康科学研究所（Nestle Institute of Health Sciences）科学家坂本启说：“这种酵素能

帮助无法忍受持续剧烈运动的人。” 

    坂本启说：“与其慢跑 20 分钟或骑 40 分钟的自行车，（这项产品）有助于通过快走等温和运动来刺激代谢。”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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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美最新研究称碳水化合物或比饱和

脂肪酸更有害健康 
    【环球网综合编译】日本 livedoor 门户网站 11 月 24 日刊登了本月 21 日美国在线科学杂志《Plos one》最新发表

的一项研究。一直以来，饱和脂肪酸被认为是引起心脏病以及诸多健康问题的罪魁祸首。然而，这项研究表明，即

使摄取量达到现在的 2-3 倍，它在血液中的浓度也不会上升。 

    另一方面，这项研究同时发现，碳水化合物会导致血液中脂肪酸浓度的上升，而这些脂肪酸会增加人们患上糖尿

病和心脏病的风险。 

    论文的主要执笔者是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教授 Jeff Volek。他在论文中指出：“现在的重点是，被我们摄取的饱

和脂肪酸未必会在体内沉积，而且，调节脂肪最主要的因子，是食物中含有的碳水化合物。” 

    为了进行此项研究，研究小组进行了一项实验，并对参加实验的 16 人进行了为期 4 个半月严格的进食管控。进

食的食物每个三周改变一次，对食物中所含有的碳水化合物、总脂质、饱和脂肪酸进行调整。结果发现，当食物中

的碳水化合物减少，饱和脂肪酸增加时，血液中的饱和脂肪酸总量并未增加。相反，研究人员发现，参加试验者血

液中的饱和脂肪酸反而下降了。 

    根据论文的论述，当进食中碳水化合物较少时，人体内的一种被称为棕榈油酸的脂肪酸就会下降，当碳水化合物

再次被摄入，这种脂肪酸就会增加。研究棕榈油酸的研究组发现，它有可能加重病情，是有害健康的碳水化合物的

代谢。 

    研究组指出，当棕榈油酸增加时，碳水化合物在人体内不加以燃烧就直接转换成脂肪的概率会增加。 

    Volek 认为，当进食中的碳水化合物摄取量非常少的时候，人体内会优先燃烧饱和脂肪酸。他同时指出：“与参

加这次实验之前相比，参加者虽然摄取了约 2 倍的饱和脂肪酸，但当测定血液中的饱和脂肪酸的量时，大部分的参

加者体内的含量都下降了。” 

    他补充道：“这次研究的又一成果是，饱和脂肪酸或许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对健康极其不利。事实上这次研

究扩展了我们的视野，进食中的饱和脂肪酸或许与致病并无相关。” 

    在实验结束时，参加者无论是血糖、胰岛素还是血压都有所改善，并且他们的体重平均下降了 10 公斤左右。Volek
表示，关于饱和脂肪酸的误解广为流传，根据调查，进食中的饱和脂肪酸与心脏病并无明显关联。即使这样，饮食

指南中也经常推荐人们限制饱和脂肪酸的摄入，这是不科学、不明智的。（实习编译：程雨青 审稿：王欢） 

 

 

  
 
 

文章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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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伙伴网翻译中心是食品伙伴网旗下的专业化翻译团队，主要从事食品及其相关领域的英汉互译工作。长期

以来，我们为卫生部、农业部、质检总局及其下属多家单位，以及多家著名跨国食品企业及检测机构提供翻译服务，

获得一致好评。 
  主要专职人员是由有英文论文写作经验的、具有食品科学、农产品加工专业、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微生物

学、生物工程等专业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员（80%以上具有硕士学位）以及具有翻译资格证书的专业翻译组成；兼职

人员则是由食品行业中从事第一线生产、管理以及监管等领域的专业人员组成，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我们可为您提供食品行业相关的法规、标准、检测方法、论文以及产品说明书等多种文件的英汉互译服务。涵

盖生物、农学、食品加工、检测、包装等多领域。 
  国内外标准：涵盖国内重要标准（国家标准及其草案、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以及标准相关的公告、通知，中国

药典等）和国外重要标准（如 CAC 标准、 AOAC 标准、 ISO 标准、 EU/EC 标准、 FCC 标准、 JECFA 标准、 FDA 
标准、 SCF 标准、 ARA 标准、英国食品标准、澳大利亚食品标准、以及其他国外标准，美国药典、英国药典、欧

洲药典等）。 
  国内外法规：涵盖国内重要法规（国家各大部委所颁布的与食品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其草案，香港、澳门以及台

湾地区的食品相关法律法规及其草案等）和国外重要法规（中国各大出口国的相应的法规条例等）。 
  检测方法：各种原材料以及产品中各项指标的检测方法，主要涉及微生物检测方法（食品、农产品、饮料、保

健品中的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计数、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的检测方法）和理化检测方法（食品中各种成分、重

金属以及三聚氰胺的检测方法，例如高效液相 HPLC 、气相色谱 GC 、质谱 MS 、液质联用 LC-MS 、气质联用 
GC-MS 、原子吸收 AA 、示波极谱法、红外吸收光谱 IR 、紫外分光 UV 等方法）。 

食品加工与食品包装：涵盖各类食品（粮油、果蔬、乳制品、肉制品、农产品、方便食品、酒类等）的加工工

艺和各类包装材料（纸质包装材料、塑料包装材料、金属包装材料、玻璃、陶瓷包装材料及其包装制品、包装容器）

的质量规格要求、卫生要求等。 
其他：各种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报告。各种食品、饮品、药膳等的产品介绍、说明书、食品功能检测、国内注册

以及产品出口资料等；食品、生物、化学专业相关的科技论文等等。  
   
联系方式： 
  Email：foodtrans@126.com 
  QQ：359306633  
  Tel：0535-2123163  

      MSN：foodtrans@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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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伙伴网信息服务简介 

食品伙伴网创建于 2001 年，十多年来，服务于食品技术人员，服务于中国食品行业，得到广大食品技术人员

的大力支持，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国内食品技术领域的领航网站。主要栏目包括食品资讯、政策法规、食品标准、以

及食品论坛等，其中食品论坛是国内食品行业最大的一个社区，目前注册会员 80 多万，网友主要是检验检疫、质

监、卫生等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食品企业的研发检测和质量控制等技术人员。食品伙伴网与食品行业相关媒体、

监管部门、企业、第三方服务机构等建立了密切联系，在信息交流、技术交流、课题合作等方面建立了长期的伙伴

关系。 
依托于网站本身的行业优势以及合作伙伴的支持，食品伙伴网自 2009 年初尝试开展企业定向信息情报服务，

包括食品安全信息监控、专业数据库建设与维护、竞争品情报服务等项目，目前已与卫生、质监和工商等监管机构

以及多家大型食品企业开展合作。 
食品伙伴网信息服务说明 

服务一、食品行业信息监控服务 
对相关食品监管机构及媒体进行监控，从海量信息中筛选整理出与客户产品相关的法律法规动态、重大突发食

品安全事件、舆情信息、最新食品科技动态等指定内容。以日报、周报、月报的形式发送给客户，并指定专一客服

提供信息查找与汇总等专业服务。 

    服务二、专业数据库建设与维护服务 
依据客户要求，进行各种食品专业数据库的建设与维护，以协助企业提高工作效率。包括食品安全信息数据库、

相关法律法规数据库、食品竞争产品数据库、食品危害物基础信息与限量数据库、食品产品与指标管理数据库、风

险评估报告等文档管理数据库，以及企业所需要的各种食品相关数据库等。 

服务三、竞争品情报服务 

根据客户产品情况，建立数字化产品信息管理、查询系统。实现对产品相关信息的在线查询、相关数据对比、

产品外观 360 度查看等功能。为企业提供竞争对手产品数据收集整理，监控竞争品的市场动态信息、新品新闻、舆

情信息等，提供信息监控报告，维护竞争品数据库。 

业务垂询 

食品伙伴网 刘涛 
电话：0535-2129301 
传真：0535-2129828 
手机：18053585201 
QQ： 517807372  
邮箱：foodinfo@foodmate.net   
网址：http://vip.foodmate.net  

食品伙伴网信息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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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伙伴网组团参展火热进行中，要么现在去抢，要么等待来年： 
 
2015 组团参展会展信息：  
2 月 5-9 日     临沂          2015 全国年货购物节暨第九届山东（临沂）年货精品展销会   
5 月 22-24 日   济南          2015 济南第九届全国食品展暨糖酒食品交易会 
6 月 5-8 日     烟台          2015 第十届东亚国际食品交易博览会 
会议论坛： 
3 月 19-21 日   韩国釜山      2015 第八届再生医学和干细胞大会 
4 月 9-10 日     扬州         CBIFS 2015 第八届中国国际食品安全技术论坛 
2014 年展会预告 
12 月 3-5 日       上海       2014 上海国际生物发酵产品与技术装备展览会 
12 月 4-6 日       上海       2014 第十三届上海国际葡萄酒及烈酒展览会 
12 月 5-7 日       上海       2014 上海食品安全展 
12 月 6-8 日       郑州       第十一届中原营养健康展 
12 月 12-14 日     广州       中国国际大健康产业文化节暨广州国际大健康商品交易会 
12 月 20-21 日     北京       2014 第七届中国（国际）品牌加盟投资博览会 
12 月 21-23 日     北京       第五届 IGPE 中国国际粮食产业博览会 
12 月 26-30 日     上海       第十五届全国农产品（上海）交易博览会 
2015 年展会预告 
1 月 1-4 日        聊城        2015 中国山东(鲁西)第二届国际食品博览会 
1 月 31-2 月 8 日   天津       2015 天津新春年货购物节 
2 月 5-7 日        香港       2015 香港乐活博览会 
2 月 5-11 日       贵阳       2015 中国（贵阳）新春年货购物博览会 
2 月 5-9 日        临沂       2015 全国年货购物节暨第九届山东临沂年货精品展销会   
3 月 4-6 日        广州       2015 第三十届广州特许连锁加盟展览会 
3 月 12-14 日      广州       广州国际分析测试及实验室设备展览会暨技术研讨会 
3 月 18-20 日      广州       2015 第十一届广州国际包装制品展 
3 月 21-23 日      上海       2015 第五届上海国际生命科学仪器及实验室设备展览会 
3 月 25-27 日      上海       第十四届中国（上海）国际营养及保健食品展览会 
4 月 1-3 日        上海       第十九届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展览会 
4 月 10-12 日      武汉       2015 第四届中国（武汉）国际焙烤展览会 
4 月 10-13 日    呼和浩特     第 11 届中国（内蒙古）国际食品博览会 
4 月 11-12 日     石家庄      2015 第十九届华北春季糖酒副食交易会 
4 月 16-18 日      北京       2015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烘焙展览会 
4 月 16-18 日      北京       第 8 届国际健康饮品及高端饮用水（北京）展览会 
4 月 16-19 日      西安       2015 丝绸之路西安国际食品博览会 
4 月 17-18 日      合肥       第九届中国坚果炒货食品暨原料配料、设备、包装展览会 
4 月 22-24 日     哈尔滨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奶业展览会暨高层论坛 
4 月 22-24 日      济南       2015 年第四届（济南）国际烘焙展览会 
4 月 22-24 日      上海       2015 上海生物基化学品及生物基材料技术与应用展览会 
4 月 23-25 日      北京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科学仪器及实验室装备展览会 
4 月 23-25 日      上海       2015 上海国际啤酒、饮料制造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4 月 26-28 日      滨州       2015 第三届中国厨都酒店用品展览会 
4 月 27-29 日      上海       2015 第 2 届中国高端牛羊肉展览会 
5 月 6-8 日        上海       2015 第十五届上海国际包装和食品加工技术展览会 
5 月 7-9 日        上海       2015 上海国际烘焙展览会 
5 月 12-14 日      北京       2015 第六届中国（北京）国际有机食品及绿色食品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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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22 日      福州       2015 中国（福州）国际食品展览会 
5 月 21-23 日      广州       2015 中国(广州）酒店餐饮业供应商博览会 
5 月 22-24 日      广州       2015 中国广州国际烘焙展览会 
5 月 22-24 日      长春       2015 长春第五届创业项目投资暨连锁加盟展览会 
5 月 28-30 日      上海       2015 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 
5 月 28-30 日      广州       2015 第十九届中国烘焙展览会（广州） 
6 月 4-6 日        广州       2015 第 15 届广州国际食品展览会暨广州进口食品展览会 
6 月 5-7 日        郑州       2015 第八届中国郑州烘焙展览会 
6 月 5-8 日        烟台       2015 第十届东亚国际食品交易博览会 
6 月 8-10 日       北京       中国食品安全成果展暨中国食品（餐饮）安全产业博览会 
6 月 12-14 日      北京       2015 中国（北京）国际食品安全追溯技术展览会 
6 月 16-18 日      北京       2015 第二届中国健康服务业博览会暨保健养生食品展览会 
6 月 24-26 日      上海       第六届中国国际健康与营养保健品展 
6 月 24-26 日      上海       EXPO FoodTec2015 上海食品加工技术与装备展 
6 月 24-26 日      上海       第十届上海国际淀粉及淀粉衍生物展览会 
6 月 24-26 日      上海       2015 第十七届亚洲食品配料、健康天然原料中国展 
6 月 25-27 日      广州       2015 年第十三届广州国际酒店设备及用品展览会 
7 月 2-4 日        北京       2015 中国国际咖啡展 
7 月 10-12 日      北京       2015 北京国际进口食品及休闲食品展览会 
8 月 6-8 日       北京       2015 亚洲国际塑料包装工业展览会 
8 月 26-28 日      上海       2015 第十届上海国际渔业博览会 
8 月 28-30 日      广州       2015 广州国际餐业供应商及食品博览会 
9 月 4-6 日        宁波       2015 中国糖果零食展览会暨第六届中国糖果市场大会 
10 月 23-25 日     上海       SFEC 2015 第十届上海绿色有机食品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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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伙伴网电子商务中心拥有丰富的行业资源，用户浏览量一直稳步上升。我们始终坚持为食品行业服务的宗

旨，力争为广大食品及相关从业者建立一个信誉良好的商业服务平台，让上、中、下游食品产业能通过食品伙伴网

电子商务平台自由交易。 
 

2014年食品伙伴网升级完成,升级后网速更快、用户浏览信息更流畅，同时会员商务室也已全面升级。近期电子

商务中心日浏览量又创新高。欢迎加入我们，帮助您进行产品的网络推广营销，增加您的电话订单！ 
 

以下是食品伙伴网电子商务中心为您推荐的优质企业会员： 
 

武汉市铭玮商贸有限公司——辣椒卤料 
 

昆山威克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食品包装 
 

湖北鑫润德添加剂有限公司——食品添加剂 
 

宁波杭州湾新区安耐邦容器有限公司销售部——食品包装 
 

佛山市至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食品机械 
 

武汉华日技术有限公司——食品机械 
 

安徽信远包装科技有限公司——食品包装 
 

烟台浩铭微波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食品机械 
 

河南加力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食品添加剂 
 

郑州奥特包装设备有限公司——食品机械 
 

VIP 会员：更多信息量、更多优化推广手段辅助、多多渠道宣传、专业客服全天候在线。更多优惠详情请见

http://biz.foodmate.net/vip.html 
 

联系方式： 
 
Email：ec@foodmate.net 

 
企业 QQ：800046668 

 
Tel：0535-2154193 

食品伙伴网电子商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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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培训信息 
大学生葡萄酒产业创（就）业培训扶持方案--烟台市 

食品企业质量安全控制专项培训暨食品企业内审员培训(2014-11-15 至 2014-12-31) 
第 30 期食品微生物检验实际操作学习班（烟台）(2014-12-05 至 2014-12-10) 
2014 油脂油料加工生产、开发及市场研讨会(2014-12-12 至 2014-12-13) 
GB30616-2014《食品用香精》、GB14881-2013《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29938-2013《食品用香料通则》、

GB29924-2013《食品添加剂标识通则》和新修定 GB2760(2014-12-20 至 2014-12-21) 
 
相关培训机构及培训新闻 
TÜV SÜD （TÜV 南德意志集团） 
质量技术监督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烟台富美特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康达信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中安信（北京）食品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省新方略质量科学研究院 
北京中商会科会议服务中心 
 
2014 年 12 月份培训信息 
实验室管理体系 ISO 17025 培训(2 天）--青岛班（2014-12-04 至 2014-12-05） 
理化实验室仪器使用和检测培训（2 天）--青岛班（2014-12-09 至 2014-12-10） 
微生物实验室高级技术员培训(2 天）--青岛班（2014-12-11 至 2014-12-12） 
虫害防控基础培训(1 天)--厦门班(2014-12-15 至 2014-12-15) 
欧盟饲料添加剂预混料质量体系(FAMI QS)内审员培训(2 天)--青岛班（2014-12-16 至 2014-12-17） 
良好农业规范内审员培训 (2 天）--青岛班（2014-12-18 至 2014-12-19） 
供应商管理培训(2 天）--青岛班（2014-12-22 至 2014-12-23） 
GB/T27341-2009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厦门班(2014-12-22 至 2014-12-24) 
IPM 综合虫害控制管理培训（2 天）--青岛班（2014-12-30 至 2014-12-31） 
 
常年招生培训信息 
管理技术系列（企业内训课程） 
人力资源管理系列（企业内训课程） 
运营管理系列（企业内训课程） 
职业素养系列（企事业单位内训课程） 
顾客与市场管理系列（企业内训课程） 
“1+3”留法本科学历教育招生 
“3+3”留法本科学历教育招生 
ISO/IEC17025:2005 内审员培训班广州班 
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国家注册内审员培训班--广佛（常年开班）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国家注册内审员培训班--广佛（常年开班） 

食品伙伴网培训中心培训信息 

38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589126-1-1.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2383.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2348.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2391.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2385.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2385.html
http://www.foodmate.net/peixun/1893/114.html
http://www.foodmate.net/peixun/1893/86.html
http://www.foodmate.net/peixun/1893/74.html
http://www.foodmate.net/peixun/1893/106.html
http://www.foodmate.net/peixun/1893/108.html
http://www.foodmate.net/peixun/1893/112.html
http://www.foodmate.net/peixun/1893/115.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2341.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2342.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2343.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2394.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2344.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2345.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2346.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2395.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2347.html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1447&fromuid=554687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1553&fromuid=554687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1557&fromuid=554687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1558&fromuid=554687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1559&fromuid=554687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1020.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1021.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1225.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2018.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2016.html


ISO13485:2003 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国家注册内审员培训班--广州班（常年开班） 
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国家注册内审员培训班--广佛（常年开班） 
ISO9001&ISO14001 质量、环境管理体系国家注册内审员培训班--广佛（常年开班） 
ISO14001&OHSAS18001 环境、安全管理体系国家注册内审员培训班--广佛（常年开班） 
GB/T28001-201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国家注册内审员培训班广州班 
ISO/TS16949:2009 汽车行业质量管理体系国家注册内审员培训班--广州（常年开班） 
TS16949 五大核心工具培训班广州班 
TQM 全面质量管理培训广州班 
国家职业资格《GMP 自检员》培训班广州班 
仪器计量内校员培训班广州班 
ISO22000/HACCP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国家注册内部审核员培训班广州班 
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国家注册审核员（外审员）培训班广州班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国家注册审核员（外审员）培训班广州班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国家注册内部审核员培训班--广州班（常年开班） 
GB/T28001-201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国家注册审核员培训班广州班 
公共营养师三级培训 
公共营养师二级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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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商城是依托于食品伙伴网的产业链内部商城，在线销售食品生产企业正常运行所需的各种原材料、仪器和

服务。目前食品商城开设了实验室用品、食品原辅料、车间工器具、食品行业服务、专业图书等类目，欢迎广大商

家和消费者提出新的类目，我们将不断完善商城的产品线，力争为大家创造一个方便、有效的在线销售平台。 

 
食品商城于 2013 年十一月下旬开始尝试运营，第一笔订单产生于 2013-12-08，在这里感谢 wc790811280 这位

网友，让我们食品商城看到了希望。虽然目前的食品行业采购绝大部分都是在线下进行，但是我们坚信在线采购是

未来的趋势，我们欢迎广大朋友来我们平台采购产品或者销售产品，共同壮大我们食品商城。 

 
在此，欢迎广大食品行业的商家入驻食品商城，目前商城热门招商项目包括实验室用品、车间工器具、食品原

辅料等适合在线上进行销售的食品行业内产品，例如实验室用品（培养基、Ph 计、温度计、快速检测试剂盒、标准

品等）、车间工器具（捕鼠器、工作服、地刷等）、食品原辅料（香精香料、各种辅料等）、食品服务（法规咨询、

行业培训、技术服务等）。 
 
食品商城：http://mall.foodmate.net 

联系电话：0535-2129198 

在线沟通：859605577 QQ 

邮箱：mall@foodmate.net 

  

 

 
 
 

食 品 商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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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伙伴网国际站是专业的英文版食品门户网站，是专门为全球的食品及相关企业量身定做的 B2B 大型电子商

务平台。 

  

     Global FoodMate 网站主要的用户群有两类：一是企业用户，二是个人用户。贸易公司可以在 FoodMate 找到

全球的供应商、代理商、产品；中间销售商可以在 FoodMate 网站找到货源和客户；个人用户可以利用 FoodMate
及时掌握全球的食品行业发展动态。 

  

    目前，Global FoodMate 是免费注册和免费建立企业商铺，每个免费用户都可以发布 50 条产品信息。欢迎广大

食品行业进出口方向从业者，使用平台进行产品推广或者发布采购信息，挑选国外的优质供应商。如果您有任何疑

问，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客服。 

  

    除了这些以外，Global FoodMate 精心打造了专业的全球食品新闻、食品展会、食品标准资料等栏目，都是独一

无二的最佳行业信息平台，以信息及时、全面、精准著称，每天有数万人浏览各个板块的内容。 

欢迎大家浏览网站，需要广告合作或者其他业务合作，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食品伙伴网国际站：http://www.foodmate.com 
 
业务 QQ： 859605577 
 
Email ：admin@foodmate.com 
 

    联系电话：0535-2129198 
  

 

 
 

食品伙伴网国际站 Global FoodMate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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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公告帖： 
2015 年食品伙伴网周历记事本换赠火热进行中 
 
本周求助帖： 
如何控制生产环境中的微生物 
工厂使用地下水，执行哪个标准？ 
如何解决鸭胸肉颜色偏黑油炸后发污的问题 
做标签关于“鸡蛋”和“蛋液”的疑惑，何人来解？ 
年审中的比对检验报告是指什么？ 
请指教：关于洁净区更衣室压差问题 
饼干配料表中含有一种蔬菜，海苔，该产品品名能叫蔬菜吗 
进口食品含转基因成分应该如何处理 
有没有生产农产品的，你们的微生物如何控制？ 
内包装和外包装怎样区分 
低温肉制品褪色的问题 
食品企业化学药品库的位置 
豆腐脑添加什么可以做的跟果冻一样啊？要热凝的。 
手工挂面拉不动容易断是怎么回事呢？ 
产品名称更改后，产品的原包装材料改如何处理？是报废还是适当更改？  
 
本周讨论帖： 
新猪猪面馆系列之 18—新官上任二把火：建设安全文化促进安全生产  
职业打假人你们永远就是对的吗？ 
食品行业到底干什么职位最有前途 
幼儿园食堂留样使用什么材质的容器？塑料、玻璃还是不锈钢？  
“猪肉有虫”谣言为何反复出现（求证·探寻喧哗背后的真相）  
求分享水产企业品管部的职位设置和职能分工 
纪实-我的 6 年工作总结 
普通食品不得与保健食品共车间设备问题 
解读国发〔2014〕50 号文 将食品生产许可等改为后置审批 
食品生产许可、食品流通许可和餐饮服务许可改为后置审批 
生产管理，产品开发和质量控制需要什么专业知识 
食品投诉异物如何鉴定是加工前还是后混入 
作为一个有经验的质量管理人员，如何接手一个不完善的烘焙厂  
不戴口罩手套包装烤肠 被“飞检”查个“正着” 
秀才遇到兵！讨论进口食品无中文标签问题亲身案例！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国家计量监督专项抽查 
职业举报人是推动社会发展还是浪费行政资源 
新明胶国标里的铬检测方法的错误 

食品论坛热帖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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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上班的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怎么评职称？  
请教关于某位职业打假人举报的问题 
这样的无良厂家，能不能堵住药厂变食品厂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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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食品伙伴网创立了面向食品技术人员的网络刊物－“食品网刊”，每周免费发布，目前已经发布了 400
多期，订阅人数超过 50000，多为食品行业内的科研人员、生产以及质量质量人员、食品企业经营人员、实验室化

验室人员等。 

  

  食品网刊现面向食品行业公司诚招合作伙伴。 

  

  合作方式： 

  

  1.食品网刊广告业务：在网刊中开辟单独的页面，介绍您的产品，宣传您的企业。 

  

  2.食品网刊友情链接：在网刊中将有合作意向的公司列为合作伙伴，建立合作伙伴公司网站的链接。合作伙伴

公司在网站首页建立食品网刊的链接，链接地址：http://www.foodmate.net/maillist/。 

  

  3.其它合作：欢迎食品行业公司与食品伙伴网以及旗下其它网站进行深入合作。 

  

  食品伙伴网旗下网站包括：食品伙伴网国际站、食品人才、食品论坛。 

  

  有合作意向请联系： 

  

  E-MAIL: expo@foodmate.net 
  
  TEL:0535-2129305 
  
  FAX:0535-2129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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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伙伴网创建于 2001 年，网站建设的宗旨是“关注食品安全，探讨食品技术，汇聚行业英才，推动行业发

展”。近十年来，食品伙伴网在这个宗旨的指引下，在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食品专业委的指导下，服务于食品技

术人员，服务于中国食品行业，得到广大食品技术人员的大力支持，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国内食品技术领域的领航网

站。 

  食品伙伴网的目标就是建设中国最专业的食品技术网站，为食品技术人员提供服务，为中国的食品安全提供动

力，专业性是网站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2004 年，创立了面向食品技术人员的网络刊物－“食品网刊”，每周发布，目前已经发布了 400 多期，有 50000
多人订阅。 

  2004 年参与国家十五重大科技专项“食品安全示范区”－山东示范区的建设，为山东示范区提供食品标准数据

库建设、网络技术培训、网络技术交流等方面的支持，得到了科技部门领导的高度评价。 

  为了促进食品行业技术人员之间的交流，食品伙伴网从 2003 年开始将网络社区作为发展的重点，创建了国内

最大的食品交流社区－食品论坛。 

  食品论坛拥有国内最强的斑竹队伍，目前在任的八十多位斑竹，全部是从事食品技术工作的朋友，有从事食品

安全教育的大学老师，有从事食品安全监管的检验检疫系统、质量监督系统、卫生监督系统的工作人员，有大型食

品企业的技术经理、品质量管理人员，有食品安全专业在读硕士、博士，有从事质量评审、质量咨询的资深评审员，

有多年从事健康营养工作的营养师。 

  食品论坛定期举办食品技术讲座，邀请食品行业的专家学者主持，交流探讨食品生产技术、质量管理、检验检

测技术等专业问题(http://bbs.foodmate.net/forum-16-1.html)。在这个虚拟的社区中，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

了一起，每个人的都是老师，每个人都是学生，每个人都有付出，每个人都有收获。 

  2009 年以来，食品伙伴网与食品行业相关媒体、监管部门、企业、第三方服务机构等逐步建立了密切联系，在

信息交流、技术交流、课题合作等方面建立了长期的伙伴关系。食品伙伴网业务领域不断扩大，依托自身资源及技

术优势，为食品相关企业提供信息情报、技术咨询、技术培训、人才交流和电子商务等专业服务。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安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食品伙伴网将全力以赴，与社会各界精诚合作，搭建

食品行业最好的交流平台，以推动食品行业的健康发展，提高我国的食品安全水平。 

  随着食品安全越来越引起社会的重视，食品伙伴网将全力以赴，与社会各界精诚合作，共建食品行业最好的交

流平台，推动食品行业的健康发展，提高我国的食品安全水平。 

 

详情登录 食品伙伴网 www.foodmate.net 
服务电话：0535-6730582， 传真：0535-2129828 
E-mail：foodmate@foodmate.net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峰山路 1 号 烟台服务外包基地 3 楼 30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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