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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下周将审议 

    本报讯（记者  桂田田）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委员长会议 15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

决定，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 12 月 22 日至 28 日在北京举行。 

    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委员长会议建议，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继续审议航道法草案、食品安全法修订草

案、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广告法修订草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国家安全法草案的议

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的议

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决定草案的议案等。 

    委员长会议建议，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的

议案、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引渡条约》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引渡条约》的议案。 

    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的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工作

情况的报告、关于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国家财政水利资金投

入和使用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旅游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民

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分别提出的关

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

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交通运输部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等。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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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海关开展打击牛肉走私专项行动 

    央广网北京 12 月 18 日消息（记者丁飞）记者今天从海关总署获悉，截至 11 月底全国海关今年以来立案侦办

走私肉类犯罪案件 88 起，查证走私肉类 12.2 万吨。其中，侦办走私疫区肉类犯罪案件 76 起，涉案疫区肉类 4万

吨；疫区牛肉案件 40 起，涉案疫区牛肉 2.4 万吨。 

    今年海关总署部署全国海关开展为期一年的打击农产品走私“绿风”专项行动，将肉类走私尤其是疫区肉类走

私，作为“绿风”行动“四大战役”之一，予以严厉打击。 

    行动中，海关总署多次到相关行业商会、协会了解情况，深入开展市场调研，推动行动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

各海关严厉打击通关环节伪报原产地、伪报品名走私行为，重点查堵边境地区绕关走私行为。海关从市场入手，对

已进入流通环节的走私肉类，追查其走私入境源头，开展深入打击。比如 7 月份，重庆海关通过辖区一冷库发现的

疫区牛肉入手，采用“市场倒查”方法，查证重庆地区走私团伙从广西中越边境、云南中缅边境绕关走私疫区牛肉

4000 多吨。南宁、昆明等海关也先后查获一批重大案件，打掉一批走私疫区肉类犯罪团伙。对于查获的走私疫区冻

肉，及时组织依法予以销毁，严防流入市场。 

    此外，海关大力推动落实反走私综合治理。为实现对肉类走私“购、运、储、销”犯罪链条的有效打击，海关

在集中力量实施“破大案、打团伙、摧网络”的同时，积极协调有关地方、部门开展联合打击和综合整治。先后会

同广西、云南等省（区），在西南边境重点地区，建立海关、公安、边防等部门联合巡查机制，强化一线封堵、二

线拦截，全力堵截肉类从边境地区未设立海关的地点偷运走私入境。会同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方政府，加强肉类

产品仓储、运输、销售的清查整治，由地方政府打私办牵头组织，海关、公安、检验检疫、工商、食品药品质量监

管等部门开展联合行动，在重点地区对冷库、冻品批发点和销售点等开展专项检查。比如，广东省通过定期清查，

今年以来已查获走私冻品 7800 吨；海南省先后在海口、三亚等市县排查冷库 20 余家，检查货柜逾万个，查获涉嫌

违法违规冻品一批。 

    近日海关总署再次部署，要求全国海关开展严厉打击牛肉走私专项行动，特别是针对肉类消费需求旺盛的元旦、

春节“两节”期间，进一步集中力量，严厉打击肉类走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食品卫生安全，维护经济贸易秩序。

同时，海关将继续会同有关地方和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针对牛肉等肉类产品的边境偷运走私、非法仓储和销售等，

开展集中清查，落实综合治理。 

    据了解，在 2012 年“国门之盾”行动和去年海关会同十部门开展的打击走私专项斗争和联合行动中，以及当

前全国海关正在开展的打击农产品走私“绿风”专项行动中，都将肉类走私特别是疫区肉类走私列为打击重点。

2012 年以来，全国海关共查处肉类走私犯罪案件 240 起，抓捕犯罪嫌疑人 631 名，涉案走私肉类 114.6 万吨，其中

疫区牛肉 4.5 万吨。 

 

 
 

 
文章来源：中国广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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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为什么中国的食品标准与欧美有差

异 
       近日，本人读到一篇关于“食品标准制定需参考属地化”（以下简称：原文）的报道，深感业外人士谈标准往往

因为错误的解读而好心办了坏事。从标题看“食品标准制定需参考属地化中外有别实属正常”立意完全正确，但食品

标准属地化的原因呢？至少主要原因并非原文中所述：1、贸易壁垒；2、文化差异；3、经济差异。 

 

        那么，食品标准制定的属地化其原因何在？ 

 

        在分析原因之前，我对食品标准的目的有所了解。食品标准的制定是为了保证食品安全。应该注意的是：首

先是标准的适度性。并非标准越严越好，标准过高对食品安全的意义不大但导致生产成本急剧上升，造成不必要的

浪费。其次是标准的局限性。标准是一定时期（滞后性），一定范围内实行（比如国家标准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因此，他考量的是平均水平，对于一些极端情况无法覆盖。当然，后一种情况可以通过可以通过不断修订以及地方、

企业制定标准适当弥补。 

 

        既然食品标准的制定是为了保证食品安全，那么其制定标准的依据自然就是：可耐受最高摄入量（UL）（这

个又来自于无毒副反应水平 NOAEL）。考虑到某些制造商最终产品指标的检测有难度，我们会结合工艺特点，预

计生产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反应，给出生产过程的许可添加值。特别需要说明的，这个许可添加值绝不是可耐受

最高摄入，只是参考 UL 制定并充分考虑到食用量的波动性。 

 

        这里的安全值是人体可以摄取的毫克/天 /每公斤体重，如何折算进食品中的含量要求呢？这就是食品标准所

约束的量，而这个量是需要考虑饮食习惯的。 

 

        首先，不同属地对不同食品的摄取量不同。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大米和面粉的标准差异。中国人大米摄取量多，

危害物的含量要低，否则总摄取量就可能超标，造成危害，反之亦然。（这里的摄取量需考虑其他习惯性食品的叠

加） 

 

        其次，不同属地对同样食品的食用方法不同。最常见的例子莫过于自来水了。欧美国家很多人直接喝，而我

们多数中国人烧开了喝。因此二者的标准不同很容易理解。此外，鸡蛋也是如此，中国人生食的就很少。 

 

        此外，文化差异的情况也存在。欧美国家不吃动物内脏特别是肝脏，所以他们瘦肉精标准就比中国要宽松很

多。 

 

        除了上述主要原因外，人种不同也有一定差异。比如对花生等过敏原产生反应的白种人就比较多，而黄种人

特别是中国人对牛奶里乳糖过敏的就特别多，因此对过敏原的标注各国要求就不一致。此外，还有国民平均体重等

因素。在检测项目方面，不同产地的原料带入不同，标准亦有很大差异。比如农残检测方面，不同国家实际使用的

农药品种不同，也就需要有针对性的制定检测项目。 

 

      更多内容详见：为什么中国的食品标准与欧美有差异 

 
 文章来源：食话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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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沈阳现豆包黑工厂 添加剂充当白

糖随意放 
    白色、黄色、褐色的粘豆包，还有金黄色的粘火勺，色泽不同，形状各异，看上去令人很有食欲……如果告诉

你这诱人的粘食制品产自于一家黑加工点，你会做何感想？ 

    北国网、辽沈晚报记者经过多日的跟踪调查，发现这家黑加点每天加工大量粘食制品，销往沈阳市和平区南五

农产品交易中心、于洪区东湖和皇姑区亚明等市场，并从这里流向市民的餐桌。 

    12 月 12 日，沈阳市于洪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依法取缔了这家黑加工点，现场查获的数千斤粘食制

品被销毁。 

    市民举报 

    僻静院落藏着个黑食品加工点 

    读者王先生爆料，因工作关系，他时常到沈阳市于洪区洪湖北街 90-5 号。这是一个僻静的院落，院里有前后

两座小楼，黑加工点就在大门口边的那座三层楼的一楼。 

    开始，王先生并没在意院子里都有些什么，一次无意发现引起他的注意。一天，位于大门口小楼的山墙边铁栅

栏门开了，有人往外搬成塑料袋的东西装到一面包车上，透过塑料袋，看到里面装的是一个个带色的圆东西，出于

好奇，王先生上前仔细一看，原来是粘豆包。 

    因为常出入大院，王先生走进铁栅栏门，没想到里面别有洞天，是一个加工点，不少男女身着脏兮兮的衣服，

徒手加工粘食制品，一个大蒸箱里还冒着热气，成品就放楼边一个用铁网做围挡的棚子里，在一格格的架子上自然

冷冻，而院子里是土地，有风或有车进院就会尘土四起，如此环境怎么能生产入口的食品呢？ 

    现场直击 

    现场一：装袋的成品堆放在地上 

    12 月 7 日至 9 日，按王先生提供的线索，记者以准备订货和取样品为名，先后三次来到洪湖北街 90-5 号的这

家黑加工点。 

    走进 90-5 号大院“敞开”式的大门，院内浮土加石子的路面，步行都能带起阵阵灰土。门边小楼山墙边有一

个铁栅栏门，门里是一个半地下的楼梯，这里就是王先生所说的那家粘食制品加工点。下楼梯继续前行，推开一扇

粘手的“黑”门，里面就是加工点的生产车间。 

加工点内到处黑乎乎，环境脏乱不堪，工人们身穿沾满面粉的各式便装，那双“多能”的“面手”更是什么都

能干…… 

更多内容详见：沈阳现豆包黑工厂 添加剂充当白糖随意放 

 
  文章来源：辽沈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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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台湾曝黑心豆干验出工业染料 全

台几乎沦陷 
    据报道，彰化检方据报追查，确认台南芊鑫实业社负责人卢天荣、卢嘉芊父子是染黄豆干的源头，他们父子都

学化工，辩称只加防腐剂，但检方查出他们定期向荣美化工行购买含二甲基黄的油脂黄粉，父子才承认有添加，但

仍说不知道是禁用，检方 14 日向法院声押两父子获准。 

    这是台湾地区首次发现二甲基黄添加于食品，“食品药物管理署代理署长”姜郁美表示，检验德昌豆干内含的

二甲基黄，主要出现在油皮（或称油片，可制成豆干的半成品）中，由久元企业社供应，派员到久元了解制程，发

现添加黄豆、沙拉油、碳酸钙以及芊鑫豆制品乳化剂，检验后发现是乳化剂出问题。 

    乳化剂是芊鑫实业社唯一制造的产品，台南市卫生局 11 日派员查厂，业者仅称添加脂肪酸山梨醇酐酯、氢化

棕榈油、碳酸钙以及水。没想到隔天下午 3 时，芊鑫主动通报向荣美化工进油脂黄粉，并添加于乳化剂。 

    检验人员连夜检验，证实芊鑫添加的油脂黄粉中含二甲基黄。“食药署”要求芊鑫公布下游，发现共六县市，

十一家中盘商向芊鑫进货，其中两家已停业，而提供油皮给德昌的久元企业社，其上游松顺行也在其中。目前这九

家中盘商供货链待查。 

    “几乎各种豆制品都沦陷。”姜郁美表示，按照久元制造油皮过程，芊鑫豆制品乳化剂在煮豆浆时加入，是为

消除煮豆浆时的泡泡，因此后续制作的豆皮、豆干等物，都可能含二甲基黄。 

    姜郁美表示，芊鑫今年 7 月才办理商业登记，但过去已在营业 20 余年，到底卖出多少乳化剂，尚待厘清；另

台中卫生局抽验五家业者，三家中标，分别是品香世家黄大目、宝鸿企业、裕香食品，不排除有未爆弹。 

    姜郁美表示，目前芊鑫涉及登录不实、提供资料不实、添加未经许可之添加物，前两者可依违反“食品安全卫

生管理法处”3 万元（新台币，下同）到 300 万元罚款，添加违“法”添加物则可依违反“食安法”处 6 万到 5000

万元罚款，也可能处以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 800 万元以下罚金。 

    凡使用芊鑫豆制品乳化剂的产品，“食药署”规定应于今天晚间 12 时前通报，20 日前下架，否则将开罚 6 万

元到 2 亿元。 

 

文章来源：华夏经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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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连云港惊现 30 多吨工业副产盐 披

着食用盐外衣 
   中国江苏网 12 月 15 日讯 （记者 赵芳 通讯员 陈绍敦）工业副产盐披上食用盐的“外衣”，难不成想要假冒

成食用盐出售牟取暴利？日前，市盐务局城区分局接到群众举报称，板桥工业园区内一处空地上发现了很多用食用

盐包装袋装着的工业副产盐，市盐务局城区分局工作人员立即前往现场进行查处。 

    现场 

    百余吨工业副产盐 

    30 多吨披着食用盐包装 

    日前，记者跟随市盐务局城区分局的工作人员来到板桥工业园区。在一处空地上，记者看到了大量工业副产盐

堆放在此，其中一部分已经被装入编织包装袋内，另一部分堆在一边，整个盐堆呈暗黄色。 

    记者看到，这些装着工业副产盐的编织包装袋，有很多是“未加碘日晒盐”编织包装袋，袋子上印有“金淮”

字样，经销单位为江苏金桥盐化集团古淮制盐有限公司，净重为 50 千克。打开袋子后，里面的盐呈暗黄色，颗粒

比较大，全部是工业副产盐。 

    经粗略统计，在这处空地上堆放的工业副产盐足足有百余吨，其中用食用盐包装袋装的超过 30 吨。 

    “这些盐和该品牌食用盐的包装袋一模一样，产品标准号、电话号码等都是真实的，该品牌食用盐是用于食品

加工的。”市盐务局盐政法制处相关负责人说，“这种没有任何安全保证的工业副产盐如果变身为食用盐后，价格

会水涨船高。如果流入食盐市场，后果将不堪设想。” 

    线索 

    低价购得工业副产盐 

    装卸工发现冒用食盐袋 

    那么，这些涉嫌违法的工业副产盐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市盐务局城区分局工作人员说，这批工业副产盐的主人

雇人将盐装袋。其中有一位师傅从事盐装卸灌包工作有八九年了，他经常在江苏金桥盐化集团古淮制盐有限公司工

作，对该公司的食用盐包装袋很熟悉。 

当天，在古淮制盐有限公司，记者采访了这位师傅。他表示，今年 11 月底，一个姓颜的老板找到他，说有活

儿，“我一大早就去了，就看见了这个袋子。我包装了一整天，后来老板说没有袋子了，就没再继续干活。对于盐

的具体流向，我也不太清楚。” 

更多内容详见：连云港惊现 30 多吨工业副产盐 披着食用盐外衣 

    
  文章来源：中国江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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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工商总局印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

食品市场监管相关工作 
    国家工商总局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要求贯彻落实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召开的治理“餐桌污染”现场会精

神，进一步做好食品市场监管相关工作。 

    11 月 12 日至 13 日，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在福建召开治理“餐桌污染”现场会。受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食

品安全委员会主任张高丽委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出席会议，并对做好食品安全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通知指出，各级工商、市场监管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法治意识，学习推广治

理“餐桌污染”的经验和做法，以“钉钉子”的精神做好食品市场监管工作，切实维护食品市场秩序，积极促进经

济平稳健康发展。 

    通知要求，充分发挥工商职能作用，依法加强食品市场监管。各级工商、市场监管部门要依法履职，有针对性

地强化监管执法。要按照商事制度改革的要求，依法加强对食品市场主体的监管。要强化食品市场违法案件查办工

作，严厉打击侵权假冒、不正当竞争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行为，及时向社会公开曝光严重虚假违法食品及保健食品广

告。要强化食品行业信用监管，加大信用分类监管工作力度，用社会力量惩戒违法经营者。要继续宣传贯彻新《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进一步完善 12315 体系，及时受理和依法处理消费者的有关投诉和举报，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 

    通知指出，坚持推动社会协同共治，促进食品安全标本兼治。各级工商、市场监管部门要充分发挥行业自律和

市场机制作用，扎实推进社会协同共治。积极支持各级消费者协会等组织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和社会监督，倡导

安全、理性、科学消费观念。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引导和督促食品经营者履行食品安全的法定义务和社会责

任，推动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优势互补，建立让生产经营者真正成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有效机制，形成部门协

同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社会共治良好格局。 

    通知最后要求，各级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食品市场监管的职责分工和目标任务，强化

与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的协调协作，努力形成“从农田到餐桌”食品安全的监管合力。企业注册监督、竞争执法、

广告监管、商标管理、市场规范管理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机构要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负责，密切协作，切实强化食

品市场监管工作。要加强对食品市场监管工作的督促检查，严格责任落实，确保食品市场监管相关工作落实到位。

□ 

 

 

 

 
      

 
 文章来源：工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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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北京通报不合格食品 沃尔玛售竹

荪、黄花菜等食品上黑榜 
    法制晚报讯（记者 张鑫）市民到知名超市购物，主要是因为其商誉好、买的东西放心。但是知名超市也有不

合格食品，北京市食药监局上午通报，沃尔玛延庆妫水北街店、华联超市天通中苑店均被检出不合格食品。其中沃

尔玛检出的“维多宝”牌竹荪，今年 8 月也曾上过黑榜。 

    北京市食药监局上午通报，该局在近期的监督检查工作中，共发现 13 种食品不合格，目前已对不合格食品在

流通领域采取停止销售措施。记者注意到，此次不合格食品名单中，“维多宝”竹荪再度现身，其不合格原因为重

金属镉超标，销售门店是沃尔玛延庆妫水北街店。 

    早在今年 8 月份，“维多宝”品牌不同批次的竹荪也因为同样的问题，被北京市食药监局通报。上次销售这一

不合格产品的超市，是沃尔玛昌平东关店。 

    食品专家苏女士表示，镉是一种重金属元素，食品中的镉并非人为添加，而是土壤、水源或大气被污染导致的

食品残留。通过食物摄取的镉属于“长期小剂量”，主要会对肾脏和骨骼造成危害。 

    除了竹荪，沃尔玛妫水北街店销售的“塞翁福”黄花菜被检出二氧化硫超标，“新海水产”海蜇头被检出铝含

量超标近 3 倍。此外，华联超市天通中苑店销售的“鸿笙”玉米方便粥，也被检出菌落总数超标近 47 倍，误食该

类食品可能会导致胃肠不适。 

    马上就访   问题产品已下架 

    今天上午，记者联系到沃尔玛妫水北街店，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上述不合格食品已经下架了一段时间了，目前

相关品牌的同类产品也暂时没有恢复上架。“等厂家出具了合格的检测证明，我们才会恢复销售。” 

    此外，华联超市方面上午也表示，不合格商品已经被下架。 

    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消费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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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不合格食品名单，请至市食药监局官网查询。 

 

    相关报道：北京市食药监局发布食品安全信息(2014 年 12 月 17 日) 

 

 

 

 
 

   
 文章来源：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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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中国蜂产品协会公布天猫淘宝京东

三大电商销售 13 种假蜂蜜 
新华食品北京 12 月 16 日电（娄奕娟）  12月 15 日，中国蜂产品协会公布的 2014 年网售蜂蜜抽检结果显示，

在淘宝、天猫和京东商城销量较好的 20 款蜂蜜中有 13 款产品掺假，掺杂了大米糖浆、甜菜糖浆等非蜂蜜物质，这

些经过“加工”的蜂蜜产品仍以“土蜂蜜”自称，令消费者真假难辨。 

    根据中国蜂产品协会抽检结果通报，协会共抽检了淘宝、天猫、1 号店和京东商城销量较好的 28 批次标称蜂蜜

的产品。结果显示，“蜂品世家”、“宜蜂尚”等品牌的 13 批次产品样品被检出大米糖浆、甜菜糖浆等非蜂蜜物

质，其中，11 批次问题产品来自淘宝和天猫，2 批次问题产品来自京东商城。 

    据了解，被检出的非蜂蜜物质主要为糖浆，因糖浆价格便宜，为目前蜂蜜掺假的主要形式。按照新《蜂蜜》国

标，验证蜂蜜是否掺假的方法主要是检测产品中果糖和葡萄糖成分的含量，这两者是蜂蜜的主要甜味成分和重要质

量特性指标。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蜜》（GB 14963—2011）规定，蜂蜜中的果糖和葡萄糖

含量必须≥60 克/100 克。果糖和葡萄糖含量减少，会大大降低蜂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 

    中国蜂产品协会在蜂蜜抽检中还发现，网售低价蜂蜜掺假严重，一些网售蜂蜜以远低于成本的价格在销售，根

据对每斤售价低于或等于 10 元的 5 款蜂蜜产品进行检测，均发现非蜂蜜物质。还有部分网售商家用普通蜂蜜冒充

特种蜜、土蜂蜜等，存在欺诈行为。 

    蜂蜜掺假现象长期存在，每年相关部门抽查后都会曝光问题产品。在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蜂

产品监督抽检结果中，20 款不合格产品有 7 款产品的果糖和葡萄糖含量不足，包括湖北神农保健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神农”野菊花蜂蜜样品（500 克/瓶）、醴陵市德园蜂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乡里纯”乡里纯蜂蜜样品（700 克/瓶）

等，实测果糖和葡萄糖含量最低的为 23.8 克/100 克。 

    除了近半蜂蜜产品涉嫌掺假，中国蜂产品协会的调查同时发现，部分网售蜂蜜涉嫌虚假宣传。有些电商打着老

蜂农的幌子，以鉴别蜂蜜真假、揭露内幕等为嘘头，散布不实言论，传达错误信息，对消费者产生了不良误导。 

此外，部分网售蜂蜜产品为散装或简易包装，无生产许可（QS），生产者不具有生产经营资格。抽检中发现，

在淘宝和天猫上销量前十位的产品中，有 5 款没有标示任何品牌，以散装蜂蜜的形式进行销售，存在较多安全隐患。 

更多内容详见：中国蜂产品协会公布天猫淘宝京东三大电商销售 13 种假蜂蜜 

 

 

 

 
 
 

 
 

 文章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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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央视曝光牛肉丸里藏猫腻 南宁：有

的未公示配料成分和含量 
   冬天吃火锅肉丸少不了，摊点上售卖的各式肉丸让人眼花缭乱。12 日，中央电视台曝光淡村农贸市场的牛肉丸

里暗藏猫腻，让不少人着实吓了一跳。昨日，江南区执法部门联合检查，并对在售的手工制作的牛肉丸进行抽样送

检。 

    据了解，目前，我国还没有肉丸生产、销售的国家标准。执法人员表示，根据《广西散装食品经营管理规范（试

行）》的规定，接下来将要求经营散装食品的摊主，严格执行悬挂标明食品名称、配料、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

厂家等内容的标志牌，消费者可以根据个人口感和消费能力选购。 

    规范经营户 

    散装食品挂牌上市 标明名称配料日期 

    “要使肉丸中的肉馅有一定的黏性，配料中肯定要放有一定比例的淀粉。”执法人员表示，如果有摊主说牛肉

丸的馅料全部是牛肉，那肯定是夸大其词。执法人员表示，此次检查发现淡村农贸市场当天营业的 15 个肉丸摊点

中，有 3 个摊主在售手工肉丸。在售手工肉丸的摊点，都没有公示肉丸的配料成分和含量。 

    据了解，我国曾在 2011 年拟制定肉丸生产、销售制定国家标准，其中规定含肉量低于 45%的不能叫肉丸，并强

调进入销售渠道的肉丸必须经过预包装，不可“裸卖”。执法人员说，由于这个征求意见稿目前还没有正式实施，

如果要检测牛肉丸里的牛肉含量多少才算符合标准就很难下结论了。 

    执法人员表示，根据《广西散装食品经营管理规范（试行）》的规定，接下来将要求经营散装食品的摊主，严

格执行悬挂标明食品名称、配料、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厂家等内容的标志牌，消费者可以根据个人口感和消费

能力选购。 

    廉价牛肉丸 

    根本没有牛肉成分 只有添加剂和香精 

    12 月 12 日下午 6时 45 分，中央电视台“共同关注”栏目报道说，南宁市五一路淡村农贸市场在售的牛肉丸品

种繁多，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牛肉丸的销售价格却有天壤之别。 

    报道中，一名女摊主接受询价时说，她摊点上在售的牛肉丸最低价格仅为 18 元/公斤，最高的为 70 元/公斤。

同是牛肉丸，为何售价落差这么大？这名女摊主解释说，价格比较低廉一点的牛肉丸，有牛肉和猪肉成分，“牛肉

不太纯。如果购买量大，价格还可以再优惠一点。” 

更多内容详见：央视曝光牛肉丸里藏猫腻 南宁检查：有的肉丸未公示配料成分和含量 

 
 

 文章来源：南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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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食品

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规范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工作，推动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加大对食品药品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保障

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卫

生监督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起草了《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为提高规章质量，现将其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可以在 2015 年 1月 16 日前，通

过四种方式提出意见： 

  

  1.登录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网址：http://www.chinalaw.gov.cn）,进入首页左侧的“部门规章草案意见征

集系统”提出意见。 

  

  2.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26 号院 2 号楼（邮编 100053）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法制司，并在信封上注明“《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字样。 

  

  3.通过传真方式将意见传至：010-55602259。 

  

  4.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hechai@cfda.gov.cn。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2014 年 12 月 17 日 

  

  点击查看附件：《   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文章来源：国家食药监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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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国家卫计委办公厅关于2014年第三

季度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情况的通报

(国卫办应急发〔20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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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监督中心： 

  

  2014 年第三季度，我委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共收到全国食物中毒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下

简称食物中毒事件）报告 68 起，中毒 2482 人，死亡 42 人。与 2013 年同期相比，报告起数增加 11.5%，中毒人数

增加 26.1%，死亡人数减少 8.7%。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食物中毒事件报告情况 

  

  （一）按月报告情况。 

时间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7 月 24 355 27 

8 月 17 782 8 

9 月 27 1345 7 

合计 68 2482 42 

    第三季度，9 月份报告的食物中毒事件起数、中毒人数最多，分别占总报告起数和总中毒人数的 39.7%和 54.2%；

7 月份报告的死亡人数最多，占总死亡人数的 64.3%。 

    （二）按食物中毒原因分类情况。 

中毒原因 报告起数 中毒人数 死亡人数 

微生物性 22 1292 3 

化学性 2 37 1 

有毒动植物及毒蘑菇 30 422 38 

不明原因或尚未查明原因 14 731 0 

合计 68 2482 42 

    第三季度，有毒动植物及毒蘑菇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报告起数和死亡人数最多，分别占总报告起数和总死亡

人数的 44.1%和 90.5%；微生物性食物中毒报告的中毒人数最多，占总中毒人数的 52.1%。 

更多内容详见：国家卫计委办公厅关于 2014 年第三季度全国食物中毒事件情况的通报(国卫办应急发〔2014〕

55 号) 

  文章来源：卫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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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

2015 年元旦春节期间食品经营领域专

项监督抽检工作的通知(食药监办食监

二〔2014〕20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5 年元旦和春节（以下简称“两节”）即将来临。为及时排查食品安全风险、消除隐患，有针对性地强化“两

节”期间监管执法，有效保障节日期间食品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总局决定组织开展“两节”期间食品经营领

域专项监督抽检工作。现就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有的放矢，认真组织开展监督抽检工作 

  

  要紧紧围绕当地食品消费传统和特点，突出重点区域、重点场所、重点品种、高风险项目，严格按照总局加强

“两节”期间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要求，认真完成“两节”期间食品经营领域专项监督抽检任务（见附件 1）。总

局将提供适当经费补贴予以支持。一是突出农村、城乡结合部、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二是突出节日食品消费集中

场所以及批发市场、中央厨房等重点场所。三是突出群众日常生活必需、节日消费量大，以及消费者投诉举报集中

和日常监管中发现问题比较集中的重点品种，重点对市场上销售以及餐饮服务单位使用的粮食制品、肉及肉制品、

食用油、豆制品、禽蛋制品、调料和调味品、乳制品、桶装水、白酒、水饺、元宵和汤圆、水产品等实施监督抽检。

四是突出铅、砷、汞、镉等重金属含量、致病菌、非法添加物、易违法使用的违禁药物等重点指标项目。 

  

  在开展专项监督抽检工作的同时，各地要充分利用现有的食品快速检测设施设备，对食品质量安全问题进行初

步筛查，对筛查发现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隐患和问题的食品，要依法进行监督抽检。 

  

  二、依法依规，切实做好监督抽检结果的后处理工作 

  

  要严格按照《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食

药监办食监三〔2014〕55 号)的规定和要求，及时监督经营者停止销售和使用专项监督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

对库存的不合格食品进行全面清理，严防不合格食品再次流入市场。涉及生产企业和其他地方市场销售的，要及时

向相关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通报，并强化彼此间的沟通、协作和配合，做到信息共享、行动一致、处置彻底。涉嫌

犯罪的，要依法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更多内容详见：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 2015 年元旦春节期间食品经营领域专项监督抽检工作的通

知(食药监办食监二〔2014〕205 号) 

 

 

 
 文章来源：国家食药监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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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国家卫计委办公厅关于印发省级涉

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行政许

可规 定 的通 知 ( 国卫 办 监督 发

〔201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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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和计

划生育监督中心：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求，进一步规范各地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行政许可工作，我委

组织对《省级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行政许可规定》进行了修订。现印发给你们（可从我委网站

www.nhfpc.gov.cn 下载），请遵照执行。各省份可对《省级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行政许可规定》进一步细

化，结合实际情况，制订本地的相关许可程序和规定。 

  

  附件：   省级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行政许可规定.docx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 

  

  2014 年 11 月 21 日 

 

 

 

 

 

 

 

 

 

 

 

 

 

 

 

 

 

 

 

 

 

 文章来源：卫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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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新西兰出台乳制品出口新政策 

    近日，新西兰初级产业部向乳制品企业下发了关于“出口乳制品的奶原料和产地需要申报的规定”。新政策要

求，凡是涉及牛（羊）乳的产品，如液体乳、乳粉、炼乳、干酪和其他乳制品，都要申报产品原料和产地；另外，

对于向中国出口的产品，要确保原材料来自于中国认可的国家和地区。 

    业内人士认为，该原料申报政策能切实保护新西兰乳制品行业的利益，使消费者更清楚各个品牌的奶原料产地，

从而做出明智的选择。 

    新西兰乳制品出口量占全球乳制品贸易额的三分之一左右，乳制品业是新西兰的支柱产业，每年为新西兰出口

创汇约 100 多亿新元，占新西兰出口总额的约四分之一。 

 

 

 

 

 

 

 

 

 

 

 

 

 

 

 

 

 

 

 
 文章来源：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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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澳科尔斯超市收取供应商回扣被罚

1000 万 
   食品伙伴网讯    据澳大利亚媒体消息，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与超市巨头科尔斯（Coles）公

司达成协议：Coles 承认收取供应商回扣，并同意支付 1000 万澳元罚款。 

    据报道，今年初澳消委就 Coles 误导供应商以及违规向供应商施压，从中提取回扣的行为向法庭提起了两起诉

讼。 

    澳消委指称 Coles 所设立的“积极零售合作”（ARC）计划试图迫使 200 多家供应商支付回扣，以改进供应链，

并从中获取了 1600 万澳元的回扣利润。 

    12 月 15 日澳消委与 Coles 的拥有者西农集团在墨尔本的联邦法庭达成了和解。 

    澳消委表示，和解中的同意令将包括 Coles 承认在 2011 年对许多供应商存在不合情理的行为，违反了澳大利

亚消费者法，并接受罚款。双方正在寻求将和解两起案件的罚款金额定为 1000 万澳元。 

    周一 Coles 承认在 2010 年年底和 2011 年期间对供应商收取回扣。Coles 将按照对受影响供应商所进行的独立

审查的结果向有资格者进行退款。 

    负责审理该案件的法官戈登（Michelle Gordon）将会决定是否批准双方所达成和解协议，不过这可能需要等

到明年。 

    原文链接：

<http://www.abc.net.au/news/2014-12-15/coles-accc-reach-settlement-on-supplier-conduct/5967476>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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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美国农业部长：中国已经同意进口

转基因玉米 
    近日，据外媒消息，一种美国产转基因玉米如今已经获得中国农业部批准，允许进口该品种。该种转基因玉米

含有 MIR162 成分，由瑞士转基因技术巨头先正达集团开发。此前由于 MIR162 成分并未获得农业部批准，含有该成

分的美国产转基因玉米曾遭中国海关多次退运。 

    据《华尔街日报》17 日消息，美国农业部部长汤姆·维尔萨克于周三透露，中国农业部已经批准进口先正达集

团所开发的、含有 MIR162 成分的转基因玉米。转基因玉米中的 MIR162 成分有助于作物抵抗虫害。 

    自去年开始，中国就曾对多批这种转基因玉米作出退运处理。先正达集团自 2011 年起向美国农民开始销售这

种玉米种子。据观察者网此前报道，不少货物遭中方退运的美国农民和谷物经销商曾起诉先正达集团，指控这家巨

头涉嫌发布误导信息。 

    先正达集团因涉嫌误导美国农户被告上法庭 

    维尔萨克当天还声称，他是从一名中方高级官员那里得知这一消息的。这名高级官员向他表示，中美双方在芝

加哥进行的高级别经贸会谈中，就批准上述转基因玉米进口的相关事宜达成了协议。此外，在这场会谈中，中方还

批准了分别由拜耳集团和杜邦公司研制的两种转基因大豆产品的进口。 

    据《第一财经日报》18 日消息，中美近期正在芝加哥举行高级别经贸对话。今年中美商贸联委会于 12 月 16

日-18 日期间在该市举行。中方代表团由国务院副总理汪洋领衔。美方则由商务部部长普里茨克、贸易代表弗罗曼

共同主持此次联委会。双方将举办商业论坛、智库研讨会等一系列活动，聚焦中美双边投资、诸边贸易两张大牌，

为未来一年中美经贸关系定调。 

    在上周五，先正达集团就声称，该公司研制的转基因玉米品种可在“不久的将来”获得中方的批准。但周三当

天，这家公司的发言人却十分谨慎。这位发言人表示，直到中方正式的官方批文下达，不会对此消息作出任何评论。 

    中国四年前就已经成为国际粮食市场的大买家。不过有分析人士表示，中方此番批准进口转基因玉米并不会在

短期推动美国玉米的出口。这是由于中国近期加大了对于国产玉米的价格补贴，并大规模增加了粮食储备。 

    维尔萨克坦言，尽管中美双方都十分重视“高级别战略对话的必要性”，但他并不期待中方会在批准转基因食

品方面作出大幅度让步。毕竟近期转基因作物在中国国内是一个异常敏感的话题。 

    （观察者网据华尔街日报、第一财经日报消息综合报道） 

 

 

 
 
  

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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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美国罢工致船期延误 日本麦当劳

现薯条荒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麦当劳控股公司 12 月 15 日发布消息称，因原材料不足，从本月 17 日上午 10 点半开

始只销售小份薯条，中份和大份目前暂时停售。 

    日本麦当劳的薯条原料炸薯条全部来自美国。由于美国西海岸港口劳资纠纷陷入僵局，导致船期延误、货物

积压，也影响了日本的货物进口，甚至有快餐连锁集团准备空运薯条以解燃眉之急。 

    日本麦当劳自 11 月中旬以来就出现食材短缺问题，一些套餐中搭配的中薯和大薯，也将被替换成小份薯条，

原则上价格将减少 50 日元～130 日元。 

 

 

 

 

 

 

 

 

 

 

 

 
  

文章来源：日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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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日本“王将饺子”食材计划全部改

为国产 
   据日本媒体报道，经营连锁店“王将饺子”的日本王将食品服务公司日前发布消息称，将于数年内将除胡椒粉

等调料外的全部食材改为日本国产原料。 

    此举旨在维持价格稳定的同时保证食品安全，从而提高竞争力。受日元贬值影响，进口食材价格上涨，是

王将加快实现食材国产化的原因之一。 

    王将食品服务公司社长渡边直人表示考虑调整和日本农户的生产体制，并和其他公司展开合作。对于产量

较少难以采购的食材，王将将使用其他食材代替。 

 

 

 

 

 

 

 

 

 

 

 

 

 

 
 
 

   
文章来源：日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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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日本宫崎县发现禽流感病毒 当地

政府宰杀活鸡 
    中新网 12 月 16 日电 据日本《朝日新闻》16 日报道，日本宫崎县当天从延冈市北川町养鸡场饲养的鸡身上检

测到禽流感病毒。宫崎县已经开始宰杀活鸡、对养鸡场进行消毒、限制禽类移动，防止感染扩大。 

    宫崎县透露，延冈市北川町养鸡场饲养 4000 只鸡，12 月 14 日至 15 日，死亡的鸡数量不断上升，经“家畜保

健卫生所”检测，发现禽流感病毒呈阳性。宫崎县将继续推进检测，查明病原子类型。 

    宫崎县已经将养鸡场周边半径 3 公里以内范围列为“禁区”，禁止鸡和鸡蛋上市，防止感染扩大。 

    本月初，日本鹿儿岛县出水市从病弱白颈鹤体内检测出 H5N8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日本环境省野鸟紧急调

查组赴现场调查。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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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欧盟将实施食品安全标签新标准 

   本报布鲁塞尔 12 月 14 日电（记者刘军）从 12月 13 日起，欧盟开始实施欧洲议会在 2011 年通过的一项食品标

签新标准，消费者将从标签上得到更多、更详细与食品相关的内容。 

    欧盟健康和食品安全委员会一位高级主管表示，食品标签新标准是多年努力的结果，消费者可以了解到更多与

食品安全相关的信息。新标准要求食品标签必须清晰显著，准确地标注食品中所含可能导致过敏的成分，对大部分

经过加工的食品标注营养成分，对网购和店购采取统一标准，标明解冻食品和替代品等。欧盟成员国的食品产业有

3 年过渡期，而且允许已经上市的食品和在今年 12 月 13 日之前已贴好标签的食品一直卖完为止。 

    欧委会表示，会与食品生产和消费部门密切合作，以简明易懂的方式实施新的食品安全标签标准，并在 2015

年建成一个食品安全数据基地。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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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美国某公司召回34款鲜切水果制品 

     

    食品伙伴网讯  据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消息，12 月 10 日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家公司宣布对 34 款鲜切

水果制品实施召回，因为这些产品可能感染李斯特菌。 

    问题产品以红苹果片制品为主，部分产品含有菠萝，保质期为 12/3/14, 12/6/14, 12/7/14 以及 12/8/14。问题

产品的总量为 3051 包，被销往美国东北部分州的巨鹰（Giant Eagle）、亚马逊新鲜（Amazon Fresh）等 7 家

超市。 

    问题产品可能含有李斯特菌，该菌会对婴幼儿、体弱者、老年人以及其他免疫力低下人群构成威胁。李斯

特菌感染的症状包括发烧、肌肉疼痛、腹泻等。 

    美国 FDA 建议，消费者家里如果还有问题产品，应该尽快丢弃。如有问题可以与 Del Monte Fresh 公司取得

联系。 

    原文链接：http://www.fda.gov/Safety/Recalls/ucm426419.htm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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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澳大利亚：有机食品不能含转基因

成分 

     

    食品伙伴网讯   据外媒报道，西澳州政府企图把含少量转基因成分的食品归为“有机食品”的计划以失败告

终。 

    据报道，西澳州农业及食品厅向有机行业标准及认证委员会（Organic Industry Standards and Certification 
Council）提交了一份申请，试图让含有 0.9%转基因物质的食品也归为“有机食品”。 

    但上周该委员会拒绝了这一申请。这意味着澳大利亚标有“有机食品”标签的食物仍将不含任何转基因物质。 

    委员会发言人 16 日称，委员会认为这不符合有机食品的标准，转基因食品是不允许列入有机食品。西澳政

府提及美国和欧洲允许少许转基因物质的存在。实际的情况是，欧洲和美国关于有机食品的行业标准是不许这

样做的。 

    发言人称，反对转基因食品组织还针对西澳政府的申请准备了一份有 3 千个签名的请愿书。 

    有机行业标准及认证委员会正在审理一份来自于澳大利亚有机认证组织（Australian Certified Organic）的申

请，由此来开发一个审理意外转基因污染有机食品的程序。 

    原文链接：<https://au.news.yahoo.com/a/25788450/wa-governments-gm-food-bid-fails/>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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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

（RASFF）通报（第 50 周） 
    日前，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发布了 2014 年第 50 周通报，共 52 项。其中，针对中国

输欧产品 3 项（不包括对香港和台湾地区的通报），占欧盟通报总数的 5.8%。其中，对华信息通报 1 项，拒

绝进口通报 2 项，无预警通报。现将 RASFF 对华通报摘译如下： 
表 1  对华拒绝进口通报 

通报时间 

通

报

国 

通

报

产

品 

编号 通报原因 措 施 

2014/12/10 
捷

克 

竹

笋

罐

头 

2014.BYX 

包装有缺陷/不正确：包装有缺陷；含有异物：

检出含有昆虫幼虫；含有非致病性微生物：

含有霉菌 

尚未投放市

场/官方扣

押 

2014/12/11 
波

兰 

厨

具 
2014.BZC 物质迁移：总迁移量过高（285.5mg/dm²） 

尚未投放市

场/通知当

局 

  
表 2  对华信息通报 

通报时间 

通

报

国 

通报

产品 
编号 通报原因 措 施 

2014/12/10 
法

国 

面条

机 
2014.1690 

物质迁移：芳香伯胺迁移（苯胺

0.013mg/kg-ppm、亚甲基 0.24mg/kg-ppm） 

销售限于通

报国/召回 

 
 
 
 
 
 
 
 
 
 
 

 
 
 

 文章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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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2014年12月中国出口韩国食品违反

情况（1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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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2.01 

京仁

厅(平

泽） 

加工

食品 

辣椒

面 

고추씨분 

(HOT PEPPER 

SEEDS 

POWDER)  

QINGDAO 

TONGBAICHUAN 

TRADE CO.,LTD 

金属异物 10mg/kg 19.2mg/kg 

2014.12.02 
京仁

厅 

加工

食品 

辣椒

面 

고추씨분 

(HOT PEPPER 

SEED 

POWDER)  

QINGDAO 

SHENGHUANGYUAN 

FOOD CO.,LTD 

金属异物 

规格：食品中

10.0mg/kg 未

满，大小 2.0mm

未满 

食品中

47.1mg/kg，大小

2.0mm 未满 

2014.12.04 
京仁

厅 

家具

容器

包装 

厨房

用品 

주방용품 

(PARTY 

SUPPLIES 

FD044287)  

SEJIN 

INTERNATIONAL 

TRADING LIMITED 

荧光增白剂 未检出 检测出 

2014.12.04 
京仁

厅 

家具

容器

包装 

电去

皮机 

전기탈피기 

(CUTUP 

MACHINE 

QSJ603)  

GUANGZHOU 

WELLBORN HOTEL 

EQUIPMENT 

CO.LTD 

芳香族胺类

（mg/l) 
0.01 以下 0.37 

2014.12.05 
釜山

厅 

加工

食品 

冷冻

蒜泥 

냉동다진마

늘 (FROZEN 

MASHED 

GARLIC)  

QINGDAO 

CHUNGSOOLIM 

FOODS CO.,LTD 

细菌超标 

n=5, 

c=2,cm=100,00

0, M=500,000 

1=450,000,2=520

,000, 

3=75,000,4=210, 

000,5=140,000 

2014.12.05 
京仁

厅 

家具

容器

包装 

啤酒

塔 

비어타워 

(BEER 

TOWER)  

HGT GROUP 

CO.,LTD, 

聚酰胺纤维的

芳香族胺类 
0.01MG/L 0.31mg/L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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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2014年 11月份美国FDA拒绝进口我

国食品情况（11 月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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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疑问请联

系 news@foodmate.net 
  

序

号 
产地 制造商 

产品

描述 
拒绝进口原因 

拒绝进口

日期 

是否

取样

检测 

是否收

到过第

三方检

测报告 

辖区 

1 
广东

惠州 

Boluo Lucky Food Co 

Ltd  
饼干 

疑含三聚氰

胺；含有毒有

害物质；不适

于食用 

11月 3日 否 否 纽约 

2 
江苏

东台 

Jiangsu HaiTian 

Sea-Beach Aquatic 

Foods Co., Ltd.  

鲶鱼 
含一种不安全

的兽药 
11月 4日 否 否 

西北

区 

3 
福建

闽清 

Minqing Laoshanjing 

Products, Ltd.  
芥菜 含一种农药 11月 4日 是 否 纽约 

4 
江西

抚州 

Jiangxi Guangya Food 

Co., Ltd  
竹笋 

生产、包装、

贮藏环节不卫

生 

 

11月 4日 否 否 
洛杉

矶 

5 
广东

深圳 

Denis Freres Food 

Processing (Shenzhen) 

Co.,Ltd  

蘑菇 

含污秽的、腐

烂的、分解的

或其它不适合

于食用的物质 

 

 

 

11月 7日 

否 是 
芝加

哥 

6 
广东

湛江 

Zhanjiang Guolian 

Aquatic Products Co., 

Ltd  

虾 含一种新兽药 

11月 7日 

否 否 
旧金

山 

7 
山东

青岛 

Qingdao Haoda 

Industrial Co., Ltd 

三文

鱼 

含污秽的、腐

烂的、分解的

或其它不适合

于食用的物质 

 

 

 

11月 7日 

是 否 
西雅

图 

8 广州 
Izgu Holdings Group 

Limited  

非碳

酸饮

料 

生产工艺未备

案 

11月 10日 

是 否 纽约 

9 
辽宁

大连 

Dalian Shanhai 

Seafood  
虾 

含一种不安全

的添加剂；含

一种不安全的

兽药 

 

 

11月 10日 
否 是 BLT 

 
更多内容详见：2014 年 11 月份美国 FDA 拒绝进口我国食品情况（11 月汇总）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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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研究发现薄荷让大脑更易接受尼古

丁 

   本报讯 张章 薄荷——止咳药片中存在的刺激性成分，通常也会被添加到香烟中，给吸烟者更爽滑冰凉的感

觉。但是，《新科学家》杂志报道称，研究人员发现，这种掺有薄荷的混合物也会改变老鼠大脑的化学过程，

并让它更容易接受尼古丁。 

    研究人员表示，无论这种动物是被喂入薄荷和尼古丁，还是只有薄荷，作为回应，它们的大脑会产生更多

的尼古丁受体，尤其是在与报酬和动机有关的区域。 

    如果相同的结果也发生在人脑中，这些发现可能将解释为何吸薄荷烟的人比吸无薄荷烟者更难戒烟。 

 
 

 

 

 

 

 

 

 

 

 

 
 
 
 

文章来源：中国食品安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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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研究显示低脂饮食可延长乳癌患者

寿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如果乳癌患者采用低脂饮食，就能够降低某些女性乳癌患者提早死亡的风险。 

    研究发现，ER 阴性乳癌患者如果在乳癌早期就采用低脂饮食，持续 5 年，往后 15 年内，死亡风险可减少

约 36%。此外，乳癌患者雌激素受体（ER）、黄体素受体（PR）若都是阴性，提早死亡的概率可下降 56%。 

    美国洛杉矶生物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 2400 多名女性进行了研究，这些女性的年龄介于 48 岁到 79岁，

其中有近 1600 人为 ER 阳性乳癌患者，其他 800 名女性为 ER 阴性患者，或 ER、PR 都为阴性。这些患者都是

早期乳癌患者，且在 1994 年到 2001 年间接受治疗。 

    参与研究的女性患者当中，约一半人采用低脂饮食，研究人员安排这些人接受营养咨询服务，且定期跟踪

她们的脂肪摄取量。而另外的患者作为“控制”组，没有接受任何营养咨询服务，研究人员也没有特别建议这些

患者采用低脂饮食。 

    研究期间，低脂饮食组都要减少脂肪摄取量，热量摄取降低了约 10%，且平均减去了 6 磅体重。 

    研究结果显示，尽管低脂饮食组与“控制”组的死亡率没有太大差异，但如果患者的乳癌类型与荷尔蒙无关，

患者采用低脂饮食后，其死亡风险就会大幅下降。 

    研究人员建议，对所有乳癌患者来说，应该减少脂肪的摄取量，热量摄取应减少 20%或 25%。同时应摄取

健康脂肪，像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鱼类和其他食物。该研究结果表明，为了降低乳癌患者提早死亡的风险，

减少脂肪的摄取量是一个相对简单可行的方法。文/曹淑芬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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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学研究表明喝罐装饮料会让血压升

高 
    喝罐装饮料会让血压升高 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医学院的洪润哲教授研究发现：用来包装软饮料罐头的内部涂

层含有化学物质双酚 A，可能会增加高血压和心脏病的患病风险。双酚 A 被广泛用于易拉罐和塑料瓶的封装

内衬，先前的研究表明，这种化学物质会渗透到食品和饮料之中。 研究人员选取了 60 名年龄在 60 岁以上的

成年人，要求他们饮用盛放在玻璃瓶或易拉罐中的豆奶，并在饮用不同器皿盛放的豆奶两小时后，测量尿液中

双酚 A 的浓度、血压值和心率。之所以选择豆奶，是因为它的成分不会引起血压升高。 

    研究结果显示：与饮用装在玻璃瓶中的饮料相比，饮用装在易拉罐中饮料的参与者尿液中双酚 A 的浓度增

加了 1600%，心率也发生了改变。研究人员称：每天喝两罐易拉罐饮料就会让血压升高 5 毫米汞柱，这一升

高值会导致高血压或心脏病患者出现严重问题的风险增加。 研究人员建议：消费者应尽量食用新鲜食品或玻

璃瓶装的食品，减少罐装食品的使用。▲ （安 伟） 

 

 

 

 

 

 

 

 

 

 

  
 
  
 

文章来源：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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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英国科学家研制新合成物 可提高

饱足感控制食欲 
    中新网 12 月 15 日电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15 日报道，英国科学家研发一种化合物，它可以提高人们的饱

足感；将它可作为食品添加剂放入食物中，可帮助控制体重或“无痛苦减肥”。 

    由伦敦帝国学院和格拉斯哥大学的研究员研发的这新成分叫“菊糖-丙酸酯”（inulin-propionate ester），它含

有丙酸，可刺激肠胃释放相关激素，进而降低人们的饥饿感。 

    新研究显示，那些服用“菊糖—丙酸酯”的志愿者在吃自助餐时，比只进食另一丙酸来源——食物纤维的人

平均少吃约 14%。 

    领导这项研究的弗罗斯特表示，“菊糖—丙酸酯”能刺激肠子释放出激素来控制食欲，但人们得吃大量的纤

维才能产生较强的效果。 

    他还说，研究小组还在研究哪些食物比较适合添加菊糖—丙酸酯。他认为，在面包或水果冰沙添加菊糖—
丙酸酯，效果可能不错。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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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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日     青岛         第 12 届中国（青岛）国际肉类工业展览会  
5 月 4-6 日     青岛         2015 中国国际食品加工与包装设备（青岛）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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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0 日     上海        第十五届全国农产品（上海）交易博览会 
12 月 27-29 日     南昌       2014 南昌时尚生活博览会特新优产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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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伙伴网展会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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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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6 日      潍坊       2015 第 10 届潍坊国际食品加工机械和包装设备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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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 日       合肥       2015 第 10 届中国（安徽）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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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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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日      上海        2015 AQUATECH CHINA 第八届上海国际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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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4 日        北京       2015 中国国际咖啡展 
7 月 3-5 日        北京        第四届北京国际进口食品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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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0-12 日      广州        2015 年第十三届广州国际酒店设备及用品展览会 
10 月 23-25 日     上海       SFEC 2015 第十届上海绿色有机食品展览会 
11 月 5-7 日       上海       2015 第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肉类工业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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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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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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大丰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添加剂配料 

 
诸城市大洋食品机械有限公司——食品机械  

 
曲阜圣泰机械有限公司——食品机械 

 
山东曹县鲁曹高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食品机械 
 
上海欧蒙实业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苏州奥科橡胶科技有限公司——食品包装 

 
苏州长留净化科技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誉华君泰（北京）商贸有限公司——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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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油脂油料加工生产、开发及市场研讨会(2014-12-12 至 2014-12-13) 
青岛市举办食品检验人员初级、中级、高级国家职业资格培训考核班（2014-12-12 至 2014-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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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保健食品与医用食品技术审评、注册法规交流会(2014-12-27 至 2014-12-28) 
第 43 期“食品安全管理师”岗位能力和“食品检验工”职业资格考核认证的通知--上海班(2014-12-27 至 2014-12-29) 
第 30 期食品微生物检验实际操作学习班（烟台）(12 月底）(2014-12-27 至 2014-12-31) 
食品加工业的虫害风险管理理论与实践案例(2015-01-17 至 2015-01-17) 
第 44 期“食品安全管理师”岗位能力和“食品检验工”职业资格考核认证的通知--北京班(2015-01-24 至 2015-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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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22000＆HACCP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整合内审员培训(3 天)--武汉班（2014-12-10 至 2014-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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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审计实操培训班(2014-12-11 至 2014-12-12) 
IPM 有害生物(虫害)防治的高效运行(含有药剂使用、设备体验) (2 天)-重庆（2014-12-11 至 2014-12-12） 
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国家注册审核员培训班(2014-12-11 至 2014-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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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管理培训(2 天）--武汉班（2014-12-17 至 2014-12-18） 
ISO22000＆HACCP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整合内审员培训(3 天)-成都班（2014-12-17 至 2014-12-19） 
良好农业规范内审员培训 (2 天）--青岛班（2014-12-18 至 2014-12-19） 
常用感官分析方法介绍及实践操作讨论培训(2 天)-重庆（2014-12-18 至 2014-12-19） 
ISO9000 换版培训(2014-12-20 至 2014-12-20) 
食品安全与质量法律法规(1 天）--武汉班（2014-12-22 至 2014-12-22） 
供应商管理培训(2 天）--青岛班（2014-12-22 至 2014-12-23） 
餐饮业卫生审核标准内审员培训(2 天) -成都（2014-12-22 至 2014-12-23） 

食品伙伴网培训中心培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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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7341-2009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厦门班(2014-12-22 至 2014-12-24) 
非转基因食品标准培训(2 天)--武汉班（2014-12-25 至 2014-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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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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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伙伴网新栏目【食话实说】全新上线 送您一支麦克风 
长期任务，有奖征集国内外食品安全监管，标准法规体系类文献资料  
【节庆活动】“2014 年食品行业十大热门词汇”征集候选词汇活动开始了  
 
本周求助帖： 
QS 和产品不一致可否上市销售 
QS 快到期了，又碰上要搬厂，该如何？ 
高手留步，委托方使用被委托方企业标准之困惑？？ 
求助：我公司购买的原材料有问题，造成损失很大，该如何索赔  
食品车间的工服有几种？ 
我们车间生产的馒头出现了以下问题求高手指点 
面包房紫外灯开了时间长以后车间有异味 
关于如何去除肉类原料的腥味问题请大家帮助，谢谢 
罐头类食品有做前杀菌的吗 
输水管道出水口防止回流的装置是什么？ 
生产型企业不具备销售权利吗？ 
化验员资格证被盗用该怎么办？ 
上海 食品流通许可证：食品流通许可证的地址和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的必须相同吗  
油茶籽等油脂多的样品硝解时容易发生爆炸，何解？ 
孟加拉红上长出黑色的菌是什么？？ 
柠檬酸在果汁中变白什么原因 
严于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依据和验证材料 
我的生产许可证可以生产这些产品吗？ 
不同产品的卫生指标衔接问题 
墨鱼汁是否可以作为普通食品原料？ 
经过二次杀菌后，牛奶发黄是什么缘故，怎么解决？ 
产品真空包装容易漏气需要规范哪几方面的操作 
 
本周讨论帖： 
也谈食品标准制定的属地化 
新猪猪面馆系列之 20：一朝天子一朝臣，论公司高层变动之影响  
关于 GB14881-2013 中 5.1.5.5 条款的理解 
国家食药监总局《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食品安全法修订工作加速了 
食品安全法增设“食强险” 消费者最高可获赔 25 万元 
转“欧喜中国翘首以待再出发”（福喜食品其实内心是不服的）  
高温高压杀菌之后，热蒸汽的回收意义 
你在大学里曾经参与过什么食品类竞赛？ 

食品论坛热帖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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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食品及相关专业高校名录 
盒饭和学生餐中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 
到工商所找熟人就能解决吗，世道啊 
无菌冷灌装线工程安装调试过程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关涉及食品政策收集汇总 
用猪肉干冒充牛肉干， 恐怕在座各位没人认得出来” 
袁隆平：要号召愿意为科学献身的年轻人吃转基因水稻 
“高大上”的质量管理方法——六西格玛 
98%的质量事故来自这 8 种错误想法 
莫把检验资质有效期错当检验报告有效期 
100 道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审核单选题 
品控管理工作该怎么做？ 
关于营养标签：多个料包的标示，营养价值的宣称 
如何做一名优秀卓越的生产部长 
生产过程质量管理措施 质量经理知多少 
如何降低面包、蛋糕的发霉率，赢得客户的信赖？ 
精细化现场质量管理 
质量成本：92%企业不知道的隐形成本 
“毒豆芽”合不合法 
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现在实际似乎走歪路了 
QS 许可证发证日期与产品生产日期问题的讨论 
关于企业标准变化后生产许可证重新审核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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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6112-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6081-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6003-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5962-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592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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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网刊广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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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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