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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专家：中国大米砷含量不危及人体健康

台湾问题豆制品再检出一种违法着色剂

赛百味西海国际店更换标签食材“早产”

曝黄浦江检出抗生素 南京自来水含阿莫西林

台湾当局监测发现蔬果残留农药 豆菜类最严重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第二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北京食药监局通报12种食品下架 京客隆门店检出“硫”海米 
辽宁查获甲醛泡制“水晶粉” 20 余吨问题粉丝销往三省六市 
国家食药监总局：依法取缔农村食品市场无照经营 2.28 万户 
陕西至少26名官员因“毒豆芽”被追责 纷纷举证为芽农喊冤 

国内预警 

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 2014 年第二批国家标准制修

订计划的通知

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公安部、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关于

严厉打击在食品中添加罂粟壳行为的通知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关于印发《绿色食品标志使用证书

管理办法》和《绿色食品颁证程序》的通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粮食局关于做好 2015 年 “两

节”“两会”期间粮油市场供应等有关工作的通知(国粮电

〔2014〕11 号) 

国际食品 

可口可乐将裁员规模 15 年来最大 
绿山咖啡召回 660 万台热饮料调制机 
联合利华撤诉食品公司无蛋蛋黄酱产品

木曾路公布假冒高档牛肉问题调查报告书

丹麦公司推出特色啤酒 称“喝了让人更聪明”

澳大利亚圣诞聚会发生食物中毒 34 人出现恶心腹泻症状 

国际预警 

韩国强化海外代购食品安全检查

欧盟新增第十二批 6 项高关注度（SVHC）物质 
澳大利亚召回疑含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巧克力蛋糕

2014年12月中国出口韩国食品违反情况（12月22日更新） 
2014年12月美国 FDA 自动扣留我国食品情况（12月22日更新） 
2014年12月输日食品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情况（12月23日更新） 

食品科技 

研究：健康饮食等五大原则有助健康长寿

研究：木瓜种子含抑制大肠癌成分 有助研发新药

美国研究：儿童常吃快餐延缓脑部发育 致学习变差

日本研究发现能使米粒变大的基因 有望促进水稻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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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专家：中国大米砷含量不危及人体

健康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了关于谷物中砷含量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糯米和白米的砷含量比其他谷物

多 80%，有机大米的砷含量并不比普通大米少。这则关于大米含砷的新闻再次引起人们对于食品安全的关注。而提

起砷这种物质，人们就会联想到砒霜。大米中含砷，是否会危及生命健康？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专家认为，

食物中的砷普遍存在，其含量在相关标准范围内就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专家谈到，其实，砷是一种源于自然和人类活动而存在于环境中的化学元素，石头、土壤、水和空气中都含有微

量的砷。砷分为有机砷和无机砷，统称为总砷。其中，无机砷与人体健康的长期影响存在密切关系，已被国际癌症

研究所列入一类致癌物。人们主要从食物和饮用水中摄入砷。砷能够通过土壤和水被吸收，在谷物、水果、蔬菜、

鱼类及海产品等食物中普遍存在。同其他作物相比，水稻更易于从土壤和水中吸收、积累砷。相比其他农产品，大

米中的无机砷含量是玉米和小麦的 10 倍，是黄瓜和西红柿的 30 倍，是大豆的 100 倍。美国研究数据表明，大米中

无机砷的含量随着不同的大米种类及产地变化很大。

    据介绍，我国早在 1994 年就开始对大米中的各项污染物制定限量标准，当时的仪器还无法将无机砷和有机砷分

开测量，标准只能定为总砷不超过 0.7 毫克/千克。2005 年颁布的《食品中污染物限量》首次明确了无机砷的限量标

准为 0.15 毫克/千克。2014 年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会议通过了由中国牵头修订的大米无机砷限量国际标准，限量值

为 0.2 毫克/千克。 

专家强调，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对谷物及其谷物碾磨加工品、糙米及大米、婴幼儿

谷物辅助食品、添加藻类的婴幼儿谷物辅助食品等食品中的无机砷限量均做了明确要求，只要相关产品符合国家标

准，对人体健康就不会产生危害。2014 年以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共抽检了 7438
批次粮食及其制品，其中包括 3525 批次大米及其制品，均未发现砷超标的产品。 （记者代丽丽） 

相关报道：美国发布谷物中砷含量的调查报告

文章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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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台湾问题豆制品再检出一种违法着

色剂 
    食品伙伴网讯  据台湾“中央社”消息，卫福部食品药物管理署 24 日公布“芊鑫豆制品乳化剂”最新检验结果，除了

原有二甲基黄，又验出另一种非食用的二乙基黄，再添一项违法。 

    台食药署指出，目前二乙基黄的结构跟二甲基黄类似，多用于塑料、印刷油墨，具有致癌风险，同样都不能加在

食品的着色剂，不排除商家蓄意使用混多种工业用的着色剂，一旦查证属实，日后的量刑、处分将会加重。 

    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波及下游的问题产品项没有增加，也都已全数召回达 8 万 633 公斤。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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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赛百味西海国际店更换标签食材

“早产” 
    法制晚报讯（本报暗访组）赛百味（英语：SUBWAY）是一家跨国快餐连锁店，主要售卖三明治和沙拉。据其

官网介绍，目前已有 138 家店铺在中国经营，北京地区有 110 余家，消费人群主要为一线城市白领。 

    “新鲜人，新鲜味”是赛百味标榜的品牌理念，其承诺“确保我们的食品符合最高的质量和安全标准”。赛百味在官

网上称：“为了保证面包的新鲜和口感，SUBWAY 赛百味门店里大概每 2-4 小时就烤一次面包。” 

    为了保证食材新鲜，赛百味都会给各种食材贴上“报废标签”，注明生产日期和报废日期，定期处理过期食品。 

    同时，对于面包的销售时间也有相应要求。店员在入职之前接受培训时就会被要求“隔天 11 点以后的面包必须要

报废处理”。同时，门店内还张贴了面包从解冻到销售时间的英文规定，并对外承诺“全球赛百味都是当天烤制面包，

我们也不例外”。 

    但记者在赛百味北京西海国际店暗访 4 个月发现，该店违反赛百味的承诺和店内规定，部分食材在过期或即将过

期时就会更换新的“报废标签”，标签上的生产日期甚至出现“早产”情况。同时面包的销售时间也超过了 24 小时。 

    食材早产 更换报废标签生产日期早产 

    赛百味北京西海国际店位于苏州桥附近的写字楼办公区，受众主要是附近上班的白领，客流量比较少。 

    记者暗访期间，发现该店的蔬菜、饮料、肉类食品存在着过期后仍继续使用的情况。 

    在赛百味西海国际店，蔬菜、肉类等食材外包装上都会贴着“报废标签”，标签上写着该食品的生产日期和报废日

期。当食材过期或即将过期的时候，员工就会在空白的“报废标签”上填写新的日期，然后将过期的标签揭下，换成

填好新日期的标签。 

    10 月 7 日下午，该店员工发现店内有部分食材的保质期已过，于是这名员工将食材上的报废标签揭掉，然后拿

出空白标签，在柜台上填写起来。 

    “你这要写哪天的日期啊？”记者问道。 

    “写 8 号的。”该名员工回答。随后员工将填好的一沓标签拿到操作间，打开操作间的冰箱门，将刚刚写好的标签

贴到了冰箱内装着蔬菜和肉的盒子上。 

记者走近看到，这些标签上写着“生产日期 10 月 8 日，报废日期 10 月 10 日”，生产日期比当天日期还晚了一天。 

更多内容详见：赛百味西海国际店更换标签食材“早产” 
 

 文章来源：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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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曝黄浦江检出抗生素 南京自来水

含阿莫西林 
    新民网讯 央视记者联合研究人员发现，我国地表水中抗生素含量惊人，南京鼓楼区居民家中自来水中甚至检出

阿莫西林……全国主要河流黄埔江、长江入海口、珠江都检出抗生素，珠江广州段受影响非常严重！ 

    央视记者暗访发现，山东鲁抗医药大量偷排抗生素污水，浓度超自然水体 10000 倍！抗生素乱排滥用并不罕见，

南京自来水甚至检出阿莫西林。 

    珠江抗生素超欧美河流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的专家介绍，在污水处理厂进出水口、珠江广州河段都检测到了抗生素。珠江水中 9 种抗生

素的总浓度最高超过了每升水 2000 纳克。红霉素、罗红霉素、弗诺沙星等 9 种常用抗生素。 

    专家介绍，广州珠江中抗生素的浓度是欧美等国家河流中相应抗生含量的 3~4 倍，广州污水处理厂排出的处理后

的污水中，抗生素含量也显著高于国外污水处理厂。 

    抗生素来自哪里？ 

    “主要是三大来源：第一是人用。”专家解释，进入人体的抗生素不可能完全吸收，近一半会随尿液等排出；被人

体利用的部分，也只是转化为代谢产物。抗生素及其代谢产物，被人体排出后，进入废水系统。 

    第二大来源是饲料，动物饲料和水产养殖。动物饲料中常添加抗生素，以帮助动物预防疾病、促进生长，提高产

量。“有地方水产养殖，一瓶一瓶的抗生素往水里倒，抗生素直接进入水体。” 

    第三是药厂和医院的医疗废水。据了解，抗生素在人类医用药物使用量占处方药总量的 6%以上，在兽药用量中

占到 70%以上。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使用和销售量前 15 位的药品中 10 种是抗菌药物。（综合央视、大洋网等

报道） 

 

 

 

 

 

 

 
  文章来源：新民网 

5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00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4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21.html


中国食品 
台湾当局监测发现蔬果残留农药 

豆菜类最严重 
    中新网 12 月 24 日电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卫福部”今天公布市售及包装农产品农药监测结果，其中，豆

菜类不合格率最高（35.2%），至少连续 5 年不合率最高。 

    台“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公布 2014 年度市售及包装农产品农药监测结果，共抽验 2402 件，2145 件合格，

合格率为 89.3%。豆菜类不合格率最高（35.2%），至少连续 5 年蝉连冠军，虽有微幅下降趋势，但是豌豆、敏豆、

菜豆、豇菜等豆菜，平件每 10 就有 3 到 4 件残留超标农药。 

    其他农药超标常见蔬菜是小黄瓜等果菜类 20.6%、小白菜与青江菜等及小叶菜类 10.8%；水果类中不合格率最高

者为苹果与梨子等核果类 11.1%，其次为橙子与枸橘子等柑桔类 10.7%，值得注意的是玫瑰花茶、菊花茶其他草本

植物不合格率达 20.5%。至于品牌市售包装米全数合格。 

    台“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代理主任刘芳铭指出，豆菜类是密集栽植且连续采收的情形，可能农民对停药期的控制

做得不是很好，因此，“食药署”会跟“农委会”持续合作加强农民的辅导，并强化市面上的监控。 

    “食药署”将针对豆菜类、果菜类、小叶菜类的三种长年居冠的农产品进行加强监测，此外，瓜菜类从去年的 5%
不合格上升到 9.6%，因此也列入加强监测。 

    “食药署”建议民众选择产销履历、CAS 或有机认证的蔬果，食用前先以流水冲洗，蔬菜根部要摘除，以水浸泡

10 至 20 分钟，换水 1 到 3 次，再以清水冲洗；炒菜或煮菜汤时不加盖，有助于农药挥发；带皮蔬果用水清洗后再

剥皮食用；至于花草茶饮料，第 1 泡茶水要倒掉。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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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第二次提交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央广网北京 12 月 22 日消息（记者侯艳）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今

天（22 日）开幕，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再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如何进一步保障食品安全？ 

    草案二审稿中的一大亮点就是进一步加重了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现行法律以及在 6 月份提交审议的

草案一审稿对于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罚还是仅限于经济处罚，但是今天提交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二审

稿在提高经济处罚力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人身罚的规定。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丛斌在向会议汇报修改情况的时候说，要加重对在食品中添加药品等违法行为的

处罚。同时，对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等严重违法行为的责任人增加规定拘留的处罚，严重违法将会被拘留的行为

还包括：生产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副食品，经营病死、毒死或死因不明

的禽、畜、兽、水产动物肉类或者生产经营其制品的，还包括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等。 

    另外，针对上海福喜工厂大量使用过期原料等类似的行为，今年提交审议的草案增加了规定，使用超过保质期的

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等违法行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草案还增加规定，明确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违反本法规定的餐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实施处罚。 

    此外，还有针对公众广泛关注的转基因食品的问题，草案也增加了相关的规定，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规定

说，生产经营转基因食品应当按照规定进行标识，同时还增加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一背景：为尊重消费者对转基因产品的知情选择权，很多国家都规定对转基因食品要明确标识。 

    目前国际上对于转基因标识的管理主要是有 4 类：一个是自愿标识，比如美国、加拿大、阿根廷等国家；第二个

是定量全面强制标识，也就是对所有产品只要其转基因成分含量超过规定的阈值就必须标识，欧盟是这样规定的。

巴西同样规定超过 1%的转基因含量也必须标识；第三是定量部分强制性标识，也就是对特定的产品只要其转基因

成分超过了阈值就必须标识，比如日本规定对豆腐、玉米、小食品、纳豆等 24 种这个产品要进行转基因标识，它

的设定阈值是 5%；第四位就是定性按照目标强制标识，凡是列入目录的产品，只要是含有转基因成分或者是由转

基因作物加工而成的，就必须要标识。 

对于哪些产品进行标识，对标识的可能性、可操作性、经济成本、监管等是多种因素综合考虑的。由于实行定量

标识的国家都设定了一个阈值，而通常食品中转基因成分很难达到这个所设定的阈值，所以很多国家的市场上很难

发现有标识转基因产品的食品。所以很多国家感觉到好像是没有标志，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更多内容详见：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第二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文章来源：中国广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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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北京食药监局通报12种食品下架 京

客隆门店检出“硫”海米 
   法制晚报讯（记者 张鑫）市食药监局今通报，抽检了不需要再加工直接入口的糕点、熟食，部分产品卫生指标

出问题：北京一厂家产的绿豆饼菌落总数超标近 200 倍；京客隆劲松商城销售的“味美发”海米，被检出禁止含有的

二氧化硫。 

    市食药监局发现“新年华”牌一品梅肉等 12 种食品不合格，决定对不合格食品在流通领域采取停止销售措施。 

    在此批不合格食品名单上，菌落总数超标仍旧是部分不合格糕点的主要问题。其中，北京丰琪食品有限公司朝阳

工厂生产的原味布丁被检出菌落总数超标近 146 倍；北京一品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绿豆饼菌落总数超标达到了近

200 倍；而北京春旺伟业商贸有限公司生产的猪头肉也被检出菌落总数超标。 

    此外，京客隆劲松商城销售的“味美发”海米则被查出不得检出的二氧化硫。 

    “这类的水产干货存在二氧化硫超标，一是商家可能为了延长保存期加入了防腐剂，二是为了让商品更好看，用

二氧化硫将其‘美白’了。”食品专家苏女士说。 

    记者上午从京客隆了解到，目前不合格食品已经下架。 

    市食药监局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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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下架食品 

    样品名称 生产日期 不合格项目（标准值/实测值） 

    精致老婆饼 2014.8.11 铝 mg/kg（≤100/338） 

    绿豆饼 2014.8.4 菌落总数 cfu/g（≤1500/300000） 

    一品梅肉 2014.6.3 二氧化硫残留量 g/kg（0.35/0.55） 

    姜片（蜜饯类） 2014.2.26 二氧化硫残留量 g/kg（0.35/0.859） 

    海米 2014.3.1 二氧化硫残留量 g/kg（不得检出/0.312） 

    相关报道：北京市食药监局发布食品安全信息(2014 年 12 月 24 日) 

 

 
      

 
 文章来源：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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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辽宁查获甲醛泡制“水晶粉” 20余

吨问题粉丝销往三省六市 
   12 月 24 日，据央视报道，辽宁本溪警方破获一起特大跨省销售“毒水晶粉”案件，犯罪嫌疑人供述称，其使用化

工产品如“甲醛水”等生产粉丝。 

    南昌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食品工程实验中心主任欧阳崇学告诉澎湃新闻，甲醛水溶液俗称福尔马林，

常用来防止尸体腐烂，禁止添加在食品中。长期食用了含有甲醛的食品后会损害人的肝肾功能，破坏并扰乱人体细

胞的代谢。 

    警方调查发现，该黑作坊已生产了 800 多箱、20 余吨问题粉丝，销往三省区六城市，目前正在追缴中。 

    作坊卫生条件差，堆满工业原料 

    据央视《第一时间》栏目报道，警方破获的生产毒粉丝的黑作坊卫生条件差，粉丝泡在一个装满了甲醛液体的长

方形水池中。据犯罪嫌疑人胡某交代，他们用来制作粉丝的原料中，除了两种食品添加剂和食品有关系，其他的原

料都是化工产品，加工“水晶粉”的主要原料则为“甲醛水”。 

    警方当场缴获了胡某生产有毒有害“水晶粉”所用的原料，工业用甲醛、工业用无水氯化钙、工业用明胶共计 0.5
吨以及已经包装好的成品“水晶粉”22 箱，共计 0.6 吨。此外，警方在现场还查获了生产有毒食品的搅拌机 1 台、原

料传送机 1 台以及大量生产加工设备和器具。 

    作坊主称这种由有毒原料生产出的“水晶粉”已生产 800 余箱，共计 20 余吨，并从中获利 4 万余元。目前这批粉

丝已被销往沈阳、营口、盘锦、本溪、赤峰、哈尔滨六个城市。 

    犯罪嫌疑人称“自己不敢吃” 

    欧阳崇学告诉澎湃新闻，不法商家把工业甲醛添加到粉丝中是为起到防腐和保鲜的作用，此外，工业甲醛也会被

添加到腐竹、水产品等食品中，但是这种工业成分对人体有害，可能致癌，因此禁止添加到食品中。 

    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犯罪嫌疑人侯某表示，自己不敢吃生产出来的“水晶粉”，也不敢给家人食用。而另一名

犯罪嫌疑人胡某则称，“原来（自己）没生产的时候也买着吃，现在生产了就不吃了。” 

    目前，犯罪嫌疑人胡某、侯某因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被刑事拘留。公安机关正在追缴流向社会的有毒有

害“水晶粉”。 

 
    相关报道：工业甲醛制成毒水晶粉 销往沈阳等六市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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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国家食药监总局：依法取缔农村食

品市场无照经营 2.28 万户 
   中国经济网北京 12 月 24 日讯（记者 段丹峰）为期三个月的农村食品市场“四打击四规范”专项整治行动已经完

成。今天下午，国家食药监总局食品监管二司司长张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专项整治行动基本达到预期目

标，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其中，行动开展监督抽检 25.36 万批次，依法取缔无照经营 2.28 万户，吊销食品生产

经营许可证 1142 户，吊销营业执照 642 户。 

    据张靖介绍，截至目前，专项行动共检查食品生产单位 42.42 万户次、食品经营户 386.88 万户次，检查批发市场、

集贸市场等各类市场 14.29 万次，开展监督抽检 25.36 万批次，依法取缔无照经营 2.28 万户，吊销食品生产经营许

可证 1142 户，吊销营业执照 642 户，捣毁制售假冒伪劣食品窝点 1375 个，查扣侵权仿冒食品数量 36.19 万公斤，

累计查处各类食品违法案件 4.51 万件，其中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案件 749 件，受理并处理消费者投诉举报 4.68 万件。 

    张靖表示，本次农村食品市场“四打击四规范”专项整治行动由国务院食品安全办、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工商总局

联合开展。专项行动期间，国务院食品安全办与各地食品安全办加强组织领导，及时成立“四打击四规范”整治行动

领导小组，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专项整治行动方案，进行专题部署动员。针对农村食品市场薄弱的环节和突出问题，

各地坚持打防结合、标本兼治的原则，依托抽检监测，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协同作用，联合打击各类食品违法行为。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和各地食品安全办通过专项督导、联合督导、飞行检查等方式，对整治行动进行督导检查，督促

和指导各地查找不足、解决问题，深入开展各项整治行动。此外，各地在专项整治行动中积极调动媒体、社会公众

参与热情。 

    据张靖介绍，专项整治行动解决和消除了当前农村食品市场存在的风险隐患，有效遏制了农村食品市场突出问题

多发、高发的态势，净化了农村食品市场生产经营环境，推动了农村食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建设，进一步夯实了农

村地区食品安全监管基础。 

    此外，通过本次专项整治行动还发现，目前农村食品安全现状依然不容乐观，农村食品行业整体水平偏低、生产

经营者和消费者法律意识相对淡薄、食品生产经营违法违规等问题依然存在，一些长期性、顽固性的问题屡禁不止、

屡打不绝，一些新业态的出现也给农村食品安全带来新的、潜在隐患。 

据了解，下一步，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将深入研究和分析，加大农村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力度；明确加强农村食

品监管工作新思路，深化整治成果，建立符合农村食品市场特点的食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强化督查检查，加大行

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力度，保持对农村食品违法犯罪行为打击的高压态势；强化宣传教育，提高食品安全意识，

引导农村消费者理性消费，推进社会共治。 

相关专题：国家三部门要求各地开展农村食品市场“四打击四规范”专项整治行动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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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陕西至少26名官员因“毒豆芽”被追

责 纷纷举证为芽农喊冤 
   “毒豆芽”真的有毒吗？现在不仅关系到芽农的清白，也直接影响到监管者的命运。 

    在陕西省汉中市，当地人酷爱热米皮，而作为米皮的底菜，豆芽自然成为常见食物。于是，芽户也较为集中。 

    然而，在严峻的食品安全犯罪形势下，各地重典治乱，“毒豆芽”则频频成为被“扫荡”对象。 

    2013 年至今，陕西省汉中市因“毒豆芽”被判刑的芽农多达 60 余人。而仅以“豆芽 有毒有害食品罪”为关键词在最

高法下设的“中国裁判文书网”做检索，2013 年 1 月 1 日到 2014 年 8 月 22 日期间，共有相关案件 709 起，918 人获

刑。事实上，这些数字仍在继续攀升。 

    随之而来是监管官场风暴。陕西、河北等地质监、工商系统官员相继因监管不力接受调查，其中部分已被起诉判

刑。 

    12 月 19 日，陕西多位正在接受调查或已被判刑的质监系统官员向澎湃新闻证实，陕西省至少有 26 名质监系统

官员因此被检察机关调查，仅汉中市就有 7 人被立案，其中 4 人已被判刑。 

    2014 年 9 月，澎湃新闻连续刊发多篇报道，指出因为国家标准的混乱，植物生长调节剂失去了合法身份。业内

人士表示，由于豆芽的培育制发过程比较特殊，不知道究竟是归管“种植”的农委部门管，还是归管食品生产的部门

监管，而豆芽制发中使用的 6-苄基腺膘呤和 4-氯苯氧乙酸钠也成身份模糊的“灰色产品”。直接后果是，它们成了身

份不明的灰色存在，却又是司法机关定罪量刑的依据。事实上，在多位受访的农药毒理学专家看来，它的低毒、安

全性似乎没有太大争议。 

    “毒豆芽”让原本属猫鼠关系的监管者和芽农站在了同一战线，成为了命运共同体。而“毒豆芽”或将被正名的趋势，

成为了他们洗脱罪名的“稻草”。 

    “还芽农清白我们才能清白”。多位被查的汉中市质监系统官员表示，希望因他们涉嫌渎职的案件能引起有关部门

重视。 

    专项行动面临案源压力 

    在被查官员之一、宁强县质监局纪检组长胥超看来， “毒豆芽”风暴源于一场公安部的专项行动。 

2013 年 1 月 25 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为期一年的“打击食品犯罪、保卫餐桌安全”专项行动。按照行

动部署，各级公安机关要积极会同食安、农业、工商、质检、食药监等部门对重点场所、重点部位、重点企业加强

联控联查。 

更多内容详见：陕西至少 26 名官员因“毒豆芽”被追责 纷纷举证为芽农喊冤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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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2014年第二批国家

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经研究，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决定下达 2014 年第二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见附件）。本批计划共计 989
项，其中制定 672 项，修订 317 项；强制性标准 69 项，推荐性标准 915 项，指导性技术文件 5 项。 

  
    请你单位组织、监督有关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主要起草单位，抓紧落实和实施计划，在标准起草中加

强与有关方面的协调，广泛听取意见，保证标准质量和水平，按时完成国家标准制修订任务。 

  
                            国家标准委 

  
                                  2014 年 12 月 23 日 

  
     附件： 

  
     2014 年第二批国家标准计划项目汇总表.xlsx 

 
 
 
 
 
 
 
 
 
 
 
 
 
 
 
 
 
 
 
 
 
 

文章来源：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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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公安部、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严厉打击在食品中

添加罂粟壳行为的通知 
关于严厉打击在食品中添加罂粟壳行为的通知 禁毒办通〔2014〕6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公安厅，局，食品药品监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公安局、食品药品监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

近年来，各地公安、食品药品监管、工商等部门陆续查处了一批使用罂粟壳作为食品调味料的食品加工企业和

餐饮服务单位，侦破了多起非法种植罂粟和加工、贩卖、使用罂粟壳案件，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但受经济利益驱使，食品中非法添加罂粟壳的行为在一些地区屡打不绝、屡禁不止。近期，陕西、江西、江苏、

贵州、四川等地陆续曝出一些餐饮服务单位和食品经销户使用、贩卖罂粟壳（粉）调味料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罂粟壳作为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长期食用易使人体产生依赖造成瘾癖。为进一步严厉打击在食品中添加罂

粟壳犯罪行为，坚决切断罂粟非法种植、罂粟壳加工、贩卖、使用犯罪链条，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全面排查，切实加大对罂粟壳非法添加行为的查处力度。各地禁毒办要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协

调食品药品监管、公安、工商等部门，迅速对本地区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和罂粟壳的经营供应、使用等单位进行一

次全面深入的实地走访排查，加强食品抽检、检测工作，及时发现使用、贩卖生产罂粟壳（粉）调味料行为，依

法从严、从重、从快处罚。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重点加强对小餐馆、火锅店、烧烤店、麻辣烫店、麻辣香锅店、

凉皮店、面皮店、小吃店等的日常监管和重点抽检，凡发现在食品中掺用罂粟壳的，要严格依照《食品安全法》

等规定予以处罚，并将查处情况通报当地公安机关和工商部门。公安机关要强化对集贸市场、调味品批发市场及

零售单位，特别是供应、使用罂粟壳情况较多的中医药点等重点单位的巡查工作，严格按照《刑法》、《治安管

理处罚法》、《禁毒法》等规定，对构成“教唆、引诱、欺骗他人吸毒罪”、“非法持有毒品罪”、“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等罪名，以及“非法运输、买卖、储存、使用罂粟壳”等违法行为，依法严厉追究涉案单位及相关责任

人员的法律责任。工商部门在市场监管中发现相关案件线索的，及时通报公安机关。

更多内容详见：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公安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关

于严厉打击在食品中添加罂粟壳行为的通知

文章来源：中国禁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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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关于印发《绿色

食品标志使用证书管理办法》和《绿色

食品颁证程序》的通知 
  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绿色食品证书的颁发和管理工作，促进绿色食品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标法》、农业部《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 10 年来的工作实际，中心对 2004 年颁布实施

的《绿色食品标志商标使用证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并单独制定了《绿色食品颁证程序》。 

  
  现将修订后的《绿色食品标志使用证管理办法》和新制定的《绿色食品颁证程序》一并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行。 

  
  特此通知。 

  
  附件： 

  
  1．《绿色食品标志使用证管理办法》 

  
  2．《绿色食品颁证程序》 

  
2014 年 12 月 10 日 

 
更多内容详见：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关于印发《绿色食品标志使用证书管理办法》和《绿色食品颁证程序》

的通知 

  

 

 

 

 

 

 

 

 

 
 文章来源：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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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粮食局关

于做好 2015年 “两节”“两会”期间粮

油市场供应等有关工作的通知(国粮电

〔2014〕1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粮食局、物价局，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粮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中纺集团公司： 

  
  2015 年元旦、春节将至，为确保粮油市场平稳运行，现就做好“两节”和明年“两会”期间粮油保供稳价等有关重

点工作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两节”“两会”期间粮油保供稳价等工作 

  
  在中央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支持下，2014 年全国粮食生产再获丰收，国家粮油库存充足，宏观调控措施有力，

粮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鉴于“两节”临近，粮油消费将进入旺季，主产区秋粮收储正值高峰，加之近年国内粮食市

场阶段性特征明显，国际市场形势复杂多变，各地要从贯彻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保障改善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

的高度出发，按照粮食安全省长负责制要求，早作准备，进一步完善粮油保供稳价领导小组工作机制，建立值班制

度，加强对粮油市场形势的监测、分析和判断，抓紧研究制订保障 2015 年“两节”和“两会”期间粮油市场供应的具体

工作方案并认真组织实施，切实将保供稳价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严格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坚决防止发生农民“卖
粮难”现象，有效保护农民利益；切实树立“底线思维”，充分做好粮食应急准备。 

  
  二、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粮油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一）加强粮源调度，保障市场供应。针对节日期间市场需求旺盛等情况，各地要加强粮源组织调度，确保市

场原粮充足和成品粮油不断档、不脱销。要督促有关企业保证正常生产，增加花色品种，及时投放名、特、优等适

销对路产品，满足人民群众对营养健康粮油产品的消费需求。要重点关注学校、低收入群体和厂矿企业的粮油供应

情况，保证受灾群众、水库移民，以及“老少边穷”、退耕还林等缺粮地区的口粮供应。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要加强

协作，主销区要根据当地粮食消费和库存等情况，主动加强与产区对接，指导企业到产区有序采购，并及时掌握购

粮数量、价格和运输等情况，做好组织协调工作。主产区要积极支持销区，为销区企业采购和运输粮食提供便利。

中储粮总公司及地方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及早完成今年已下达的政策性粮食跨省移库计划，确保国

家调控需要。 

 
    更多内容详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粮食局关于做好 2015 年 “两节”“两会”期间粮油市场供应等有关工

作的通知(国粮电〔2014〕11 号) 
 

 

 

 

 文章来源：国家粮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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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可口可乐将裁员规模15年来最大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可口可乐公司计划未来几周内在全球范围裁撤至少 1000 到 2000 个职位，这将是公司 15 年

以来的最大规模裁员。同时，可口可乐要求高管们不得使用豪华租车服务，而是搭乘计程车，并取消原本为华尔街

分析师们准备的圣诞派对。可口可乐 10 月公布的第三财季报告显示，报告期营收 119.8 亿美元，低于市场预期。当

时可口可乐还宣布了一项成本削减计划，拟在 2017 年以前节省成本 20 亿美元，2019 年计划节省 30 亿美元。此次

裁员是上述计划的一部分。 

 

 

 

 

 

 

 

 

 

 

 

 

 

 

 

 

 

 

 

 
 文章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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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绿山咖啡召回660万台热饮料调制机

    新浪财经讯 北京时间 12 月 23 日晚间消息，绿山咖啡公司（Keurig Green Mountain Inc）周二宣布，将在美国和

加拿大召回超过 660 万台 MINI Plus Brewing System 热饮料调制机，因为这些机器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喷溅过热液体

并烫伤使用者。

该公司此前已收到约 200 起有关过热液体喷溅问题的投诉，包括 90 起烫伤事故。 

    此次召回的机器型号为 K10，是由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工厂生产，并于 2009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2 月间出售。（羽

箭）

文章来源：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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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联合利华撤诉食品公司无蛋蛋黄酱

产品 
    【环球网综合报道】据美国《福布斯》网站 12 月 19 日报道，旧金山食品初创企业 Hampton Creek Foods 在 18
日了解到，联合利华已经撤消了对其无蛋蛋黄酱产品所使用名称提起的诉讼。 

    联合利华北美区食品副总裁迈克·法赫蒂（Mike Faherty）表示，联合利华已决定撤消诉讼，以便让该公司直接与

行业团体和相应的监管机构解决其商标问题。联合利华还赞扬了这家公司，称其致力于创新并实现远大的企业抱负。 

    联合利华此前曾对该公司的“Just Mayo”（意为“就是蛋黄酱”）产品提起诉讼，称这种调味品使用这个名称是不对

的，因为里面并没有鸡蛋。 

    Hampton Creek 首席执行官约书亚·迪特里克（Josh Tetrick）早前就预计联合利华会撤诉。他表示，自上月联合利

华提起诉讼以来，公司已经与其进行了多次积极对话，这很可能导致了此次撤诉。 

    （实习编译：张雅婷 审稿：赵小侠） 

 

 

 

 

 

 

 

 

 

 

 

 
 
  

文章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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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木曾路公布假冒高档牛肉问题调查

报告书 
    据日本媒体报道，之前，连锁日本料理店木曾路部分店铺中，出现用其他廉价国产日本牛肉假冒松阪牛肉、佐

贺牛肉出售的问题，12 月 24 日，该店公布来自第三者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书。委员会认为原因在于，店内将购进

的牛肉和出售的牛肉进行核对的系统不完善，并指出该公司内部的规章制度遵守不严格。 

    木曾路在日本全国开展有涮锅日本料理店。8 月份发现食材不实的店铺有北新地店（大阪市），神户临海乐园

店（神户市）、刈谷店（爱知县刈谷店）3 家。9 月，木曾路设置了由律师等外部委员组成的第三者委员会。 

    木曾路是一家餐饮企业，总部位于爱知县名古屋市昭和区，随着 1980 年代涮锅热潮的兴起，公司将主营业务

转向涮锅专营连锁店木曾路以至现在。 

 

 

 

 

 

 

 

 

 

 

 

 
  

文章来源：日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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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丹麦公司推出特色啤酒 称“喝了让

人更聪明” 

 

    国际在线专稿：据英国《每日邮报》12 月 22 日报道，尽管啤酒喝多了容易做错决定，但是一家丹麦公司的研究

人员却提出通过调节饮酒量可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并推出“Problem Solver”啤酒，使饮酒者始终保持体内酒精摄入量

最佳值。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詹妮弗·威利（Jennifer Wiley）的研究显示，普通人体内含 0.075%酒精时，思维处于最具

创造性状态。这种状态又被称为“创作巅峰”，被认为是解决问题、发明创造以及迸发伟大思想的理想状态。 

    市场营销机构 CP+B Copenhagen 联手 Rocket Brewing 公司推出的“Problem Solver”啤酒，其酒瓶上附有体重指示

表，以此来换算不同人的饮酒量，使饮用者始终保持体内仅有 0.075%的酒精含量。CP+B Copenhagen 公司同时指出，

该啤酒源自印度麦酒酿造工艺，味道也很独特。 

    CP+B Copenhagen 总经理博克瓦德（Mathias Birkvad）说：“我们有很多亲身体验，最好的创意不一定出现在办

公室里，而是在当地酒吧进行数小时聚会后才产生的。”（沈姝华） 

 

 

 
 
 

   
文章来源：国际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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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澳大利亚圣诞聚会发生食物中毒 34

人出现恶心腹泻症状 
     据澳洲网报道，澳大利亚维州 Portsea 地区圣诞节（25 日）当天发生一起食物中毒事件，有 34 名民众在参加当

地一处圣诞聚会时食物中毒。 

  
    食物中毒案件发生在 Percy Cerutty Oval，当天参加盛会的人共有 44 人，其中包括 6 名儿童。 

  
    维州紧急救护小组队长伦丹·基恩（ Brendan Keane ）称：“有 34 人在聚会上出现恶心，呕吐和腹泻症状，其中

有 22 人在救护车到达前已经回家，剩下的 12 人仍留在聚会现场。” 

  
    基恩还表示，一些已经回家的中毒者之后又在家中拨通了急救电话，其中包括一名 30 岁左右的男子，他在被送

至 Frankston 医院时病情稳定。 

  
    基恩医生认为，在庆祝重大节日时，人们容易忽视食品卫生安全，他认为该案件可以为庆祝圣诞的人们提个醒。

“由于假期会有大量的烧烤活动，人们应该提前对食物做一些简单的处理，以防发生食物中毒的事情。” 

  
    目前，当地议会正在调查此次中毒事件。当地卫生厅发言人表示，聚会上的食物都是由客人自行带入，而不是

主人事先准备好的食材。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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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韩国强化海外代购食品安全检查 

    食品伙伴网讯   据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处（MFDS）消息，12 月 19 日韩国 MFDS 发布通知，为了扩大消费者的

知情权，改善食品企业的规范事项，对《食品卫生法》进行部分修订。 

    本次修订主要针对进行海外代购的网络销售点。海外食品代购的销售点需要向食品医药品安全处进行进口申报。

韩食品医药品安全处将对代购文件进行检查，并对代购食品实施有害物质检查等，以强化代购食品的安全。 

    原文链接： <http://www.mfds.go.kr/index.do?mid=688&pageNo=1&seq=25968&cmd=v>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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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欧盟新增第十二批 6 项高关注度

（SVHC）物质 
    2014 年 12 月 17 日消息，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CHA）正式将氟化镉、硫酸镉、两种苯并三唑物质（UV-320 和
UV-328）以及 DOTE 和 DOTE 与 MOTE 反应产物共 6 项物质作为第十二批物质列入 SVHC 清单；除此之外，对已

有清单中的 DEHP 的 SVHC 特性进行了更新，增加其为内分泌干扰物（环境激素又称内分泌干扰物，EDC）。目前，

REACH 法规授权候选清单（即 SVHC 清单）上共 161 种物质。 

    其中氟化镉和硫酸镉符合 REACH 法规 57（f）条款中提到的具有内分泌干扰性、或具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

性、或具高持久性、高生物累积性，而且“有科学证据证明会对人类或环境引起严重影响的物质”的特征。氟化镉和

硫酸镉对人类的肾脏和骨骼影响甚大。因此，ECHA 将这两个物质添加进了 SVHC 清单；两种苯并三唑物质因具持

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和高持久性、高生物累积性被加入 SVHC 清单；其他两种物质：DOTE 和 DOTE 与 MOTE
反应产物因具生殖毒性被加入 SVHC 清单。 

    新增物质详细信息请参照下表： 

物质名称 CAS 号 EC 号 
提议国

家 
SVHC 特性 常见用途 

氟化镉 7790-79-6 232-222-0 瑞典 

致癌性（57a 条款） 
致突变性（57b 条款） 
生殖毒性（57c 条款） 
对人体健康产生严重影响而

引起与其他特性等同的关

注，（57f 条款） 

磷光体、核反应堆中子吸收剂、有

机合成和脱蜡的催化剂、NH4ClO4

的分解抑制剂，还可用于制荧光粉、

玻璃、阴极射线管和激光晶体。 

硫酸镉 
10124-36-4; 
31119-53-6 

233-331-6 瑞典 

致癌性（57a 条款） 
致突变性（57b 条款） 
生殖毒性（57c 条款） 
对人体健康产生严重影响而

引起与其他特性等同的关

注，（57f 条款） 

塑料工业中用作聚氯乙烯的防老

剂。电池工业中用作镉电池、韦斯

顿电池和其他标准电池中的电解

质。医药工业中用作角膜炎等洗眼

水中的防腐剂和收敛剂。化学分析

中，用作马氏试砷法中的催化剂，

以用于检测硫化氢和反丁烯二酸；

还用于标准镉元素和其他镉盐的制

造。也用于镉肥生产。 

紫外线吸

收剂

UV-320 
3846-71-7 223-346-6 德国 

PBT（57d 条款）；vPvB（57e
条款） 

用于塑料和其他有机物中，如不饱

和聚酯、PVC、PVC 增塑胶等，属

于光稳定剂。 
 
  更多内容详见：欧盟新增第十二批 6 项高关注度（SVHC）物质 
 

 
文章来源：厦门 WTO 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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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澳大利亚召回疑含金黄色葡萄球菌

的巧克力蛋糕 

     

    食品伙伴网讯   据澳新食品标准局（FSANZ）消息，12 月 23 日澳大利亚一家公司宣布对一款巧克力蛋糕实施召

回，因为这款产品可能受到金黄色葡萄球菌污染。 

    Metcash Food & Grocery Ltd 发起了本次召回行动。 

    问题蛋糕的名称为：Baker's Oven Choc Lamingtons。 

    该款产品装于塑料托盘中，外部覆盖塑料薄膜，每盘四个，日期代码为 43281 与 43282，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

昆士兰州、西澳州的 IGA 以及其他非连锁超市有售。 

    该款蛋糕可能含有金黄色葡萄球菌，因此建议消费者不要食用，而应将产品退回获取全额退款。 

    原文链接：http://www.foodstandards.gov.au/industry/foodrecalls/recalls/Pages/Baker's-Oven-Choc-Lamingtons.aspx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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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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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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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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超标 
10mg/kg 19.2mg/kg 

2014.12.2 京仁厅 
加工食

品 
辣椒

面 

고추씨분(HOT 

PEPPER SEED 
POWDER) 

QINGDAO 
SHENGHUANGYUA
N FOOD CO.,LTD 

金属异

物超标 

含量不超

过 10.0 
mg/kg ，
大小不超

过 2.0mm 

含量

47.1mg/kg, 
大小未超

过 2.0mm 

2014.12.4 京仁厅 
器具容

器包装 

电子

脱皮

机 

전기탈피기 (CUTUP 

MACHINE QSJ603) 

GUANGZHOU 
WELLBORN HOTEL 
EQUIPMENT 
CO.LTD 

芳香胺

超标 
0.01mg/l 0.37mg/l 

2014.12.4 京仁厅 
器具容

器包装 
厨房

用品 

주방용품(PARTY 

SUPPLIES 
FD044287) 

SEJIN 
INTERNATIONAL 
TRADING LIMITED 

检验含

有荧光

增白剂 
0 检出 

2014.12.5 京仁厅 
器具容

器包装 
啤酒

塔 
비어타워 (BEER 

TOWER) 
HGT GROUP 
CO.,LTD, 

尼龙芳

香胺超

标 
 0.01mg/L  0.31mg/L 

2014.12.5 

釜山厅

（神仙

台） 

加工食

品 
冷冻

蒜泥 

냉동다진마늘 

(FROZEN MASHED 
GARLIC) 

QINGDAO 
CHUNGSOOLIM 
FOODS CO.,LTD 

细菌数

超标 

n=5, 
c=2,cm=1
00,000, 
M=500,00
0 

1=450,000,
2=520,000,
3=75,000,4
=210,000,5
=140,000 

2014.12.10 

京仁厅

（机

场） 

器具容

器包装 

旅行

用水

杯 

트러블 텀블러 

(TRAVEL 
TUMBLER) 

ZHEJIANG 
YONGKANG 
PHOENIX 
HOUSEWARE CO., 
LTD. 

pct 蒸
发残留

物超标 

30mg/L 以

下 
445mg/L 

2014.12.11 首尔厅 
加工食

品 

调料

（辣

味） 

조미료(칠리맛) 

(SEASONING 
(CHILI SAUCE)) 

SWEET TAIPEI 
FOOD CO.,LTD 

金属异

物超标 
10.0mg/kg
以下 

36.8mg/kg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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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2014年 12月美国FDA自动扣留我国

食品情况（1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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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2

日 

山东莱

阳 
Laiyang Dexin Foods Co.,Ltd. 草莓 疑含霜霉威 

99-08 12月 2日 
浙江庆

元 
Zhejiang Baixing Food Co.,Ltd. 香菇 疑含多菌灵 

99-22 12月 1日 
江西南

昌 
Jiangxi Golden Eagle Food Co., Ltd. 巧克力糖 

牛奶与花生过

敏原 

45-02 12月 1日 
山东荣

成 

Weihai Baihe Biology Technological Co., 

Ltd. 

食品补充

剂 
不安全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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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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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2014年12月输日食品违反日本食品

卫生法情况（12 月 23 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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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4 日 

加热后摄取

冷冻食品（冷

冻前未加

热）：西兰花

(FROZEN 
BROCCOLI 
FLORETS) 

第 11
条第

２項 

AGROIND
USTRIA 
LEGUME
X, S. A 

  

危地

马

拉     

        

成分规格不

合格（检出 
丙溴磷 0.06 
ppm） 

神戸 

コスト

コホー

ルセー

ルジャ

パン 

株式会

社 

  

废弃、退

货等（调

查中） 

监控检

查 

12 月 4 日 

野草加工品

及香辛料：辣

椒

（PEPERON

CINI 
PICCANTI） 

第６

条第

２号 

BORGHIN
I S. R. L. 

  
意大

利 

检出 黄曲

霉毒素 12 

μg/kg 
（B1:4.9, 

G1:7.2) 

成田

空港 

モンテ

物産 

株式会

社 

  

废弃、退

货等（全

量保管） 

命令检

查 

12 月 4 日 
巧克力

(GANACHE 
PASSION) 

第 10
条 

PASCAL 
CAFFET 

  法国 
指定外添加

物(检出 喹
啉黄) 

成田

空港 

株式会

社 グ

ッドリ

ブ 

  

废弃、退

货等（全

量保管） 

自主检

查 

12 月 4 日 鱼子酱 
第 10
条 

KAVIARI   法国 

指定外添加

物(检出 硼
酸 2,300 

μg/g) 

関西

空港 

株式会

社 マ

ツヤ 
  

废弃、退

货等（全

量保管） 

自主检

查 

12 月 4 日 新鲜芒果 
第 11
条第

３項 
  

SANC
ORP 
BEST 
FRUIT
S INC 

菲律

宾 

检出 稻丰

散 0.04 

ppm  

成田

空港 

船昌商

事 株

式会社 
  

全量贩

卖 
监控检

查 

 
   更多内容详见：2014 年 12 月输日食品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情况（12 月 23 日更新）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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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研究：健康饮食等五大原则有助健

康长寿 

    食品伙伴网讯    据外媒报道，英国一项长达 35 年的研究显示，健康饮食、锻炼身体、饮酒适量、减肥和不抽烟

是维持健康长寿的秘诀。 

    研究人员以 1979 年英国南威尔斯开尔菲利的 2500 名男子为对象，让他们参加一项健康研究，研究人员要求他们

过简朴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健康饮食、锻炼身体、饮酒适量、减重和不抽烟等 5 个原则。 

    经过了 35 年，虽然只剩下 25 位受测者继续遵守这个研究计划的 5 个要求，但是他们远比中途放弃的人健康。他

们患癌症、糖尿病、心脏病、中风和失智症的风险显著降低。 

    在这 35 年期间，受测者要定期向研究人员报告体能运动、饮酒量和饮食等情况，他们的家人也要协助填写受测

者饮食习惯的调查表。 

    研究计划建议的运动是每天徒步上班 2 英里以上；或每天骑自行车上班 10 英里以上；或规律的做剧烈运动。 

    此外，每隔 5 年要进行一次问卷和检查，并提交医疗纪录，以确定有无患糖尿病、心脏疾病和中风。 

    研究人员发现，不抽烟、正常 BMI 值（体重指标）、蔬果摄取量高、规律运动和适量饮酒的人，与特定的一些

慢性病的比例降低有关。 

    研究人员表示，我们必须认识到健康生活的保健功效。虽然这 5 个原则无法完全免除疾病，但是可以延迟疾病的

发生。 

    他说，遵守这 5 个原则生活的人，患有心脏病的时间比不遵守的人晚，最大相差 12 年，失智症则约晚 6 年。这

显示遵循健康生活形态，可以抵抗疾病和过早死亡。 

原文链接：

<http://www.telegraph.co.uk/health/healthnews/11199403/Secret-of-healthy-ageing-discovered-in-ground-breaking-35-year
-study.html>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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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研究：木瓜种子含抑制大肠癌成分 

有助研发新药 
    中新网 12 月 22 日电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2 日报道，日本一项新研究显示，木瓜种子中的一种成分能对大肠

癌增殖的蛋白质起到抑制作用。这一发现将有助于开发出治疗和预防大肠癌的有效药物。 

    大肠细胞内异常蛋白质过剩堆积后，促进细胞增殖的基因就会变得活跃，最终导致癌细胞不断增殖。 

    冈山大学教授中村宜督率领的研究小组发现，木瓜种子中含有的异硫氰酸苄酯能促使抑制癌细胞增殖的蛋白质与

过剩堆积的异常蛋白质结合，从而能对促进癌细胞增殖的基因发挥抑制作用。 

    研究人员说，将木瓜种子等磨碎后，就能让异硫氰酸苄酯发挥效果。不过大量摄取这种物质可能对人体产生不良

影响。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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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美国研究：儿童常吃快餐延缓脑部

发育 致学习变差 
    中新网 12 月 23 日电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3 日报道，美国一项研究发现，常吃快餐可能会令脑部活动放慢，

从而影响学习能力。 

    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在《临床儿科学》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那些吃最多快餐的儿童，数学、科学和

阅读能力的测验成绩也是最糟糕的。 

    研究人员以 8500 名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先是了解他们在 10 岁时的吃快餐习惯，然后将他们三年后的学业成绩进

行比较。在进行比较时，研究人员已把其他可能影响学习成绩的因素考虑在内。 

    研究人员在了解儿童们光顾快餐餐馆的频率时发现，52%儿童在过去一周内吃了一到三次快餐，10%吃了四到六

次，另外 10%每天吃快餐。 

    他们发现，每天吃快餐的儿童的平均科学成绩为 79 分，低于从不吃快餐儿童的平均 83 分。在阅读和数学成绩方

面，常吃快餐者也出现了类似的偏差。 

    研究人员还无法确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个理论是由于快餐饮食导致儿童缺乏铁质，从而延缓了脑部某些发

展进程。另一个理论是高脂肪和高添加糖分的饮食会对学习过程产生有害影响。 

    领导该研究的俄亥俄大学科研人员珀特尔说：“过去的研究重点一直放在儿童的饮食习惯如何加剧肥胖问题，我

们的研究则为吃快餐会导致学业成绩变差找到了证据。”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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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日本研究发现能使米粒变大的基因 

有望促进水稻增产 
   日本名古屋大学一个研究小组在最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网络版上报告说，他们发现了一种能使米粒变

大的基因。这一发现将有望促进水稻增产。 

    研究小组对米粒很短的日本米品种“日本晴”和米粒细长的印度米品种“Kasalath”的基因进行比较，发现 GW6a 基

因能控制米粒大小，而且“Kasalath”体内这种基因的功能要比“日本晴”强大很多。 

    于是，研究小组将“Kasalath”的 GW6a 基因植入“日本晴”体内，结果“日本晴”米粒变大，体积和重量比以前增加

了约１５％。 

    此外，研究小组还发现，植入 GW6a 基因后，“日本晴”植株自身也增大。提高这种基因的功能，米粒还能变得更

大，而遏制其功能，米粒则会变小。 

    研究小组指出，同样的技术还有可能应用到小麦和玉米上。研究人员认为，这项研究成果将有助大幅提高谷物的

产量，有望为减轻世界粮食危机做出贡献。 据新华社 

 

 

 

 

 

 

 

 

 

 

  
 
 

文章来源：京九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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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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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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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3-14 日  北京 第八届中国北京国际食品安全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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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6-28 日  成都   第 92 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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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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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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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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日        上海       2015 上海国际烘焙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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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 日       上海       第十四届中国（上海）国际食用油及橄榄油产业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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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沂       第二届中国临沂国际食品及添加剂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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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1-23 日      上海        2015 上海国际生物发酵产品与技术装备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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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4-6 日       成都       2015 中国（成都）国际咖啡产业暨咖啡文化博览会 
 
 
 
 
 
 
 

35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758.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628.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684.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594.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768.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822.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707.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746.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693.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630.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811.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688.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714.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743.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598.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741.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718.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652.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765.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704.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686.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701.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700.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702.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703.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715.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760.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661.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739.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711.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734.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698.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728.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791.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725.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786.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17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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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奥科橡胶科技有限公司——食品包装 
 
誉华诚达（北京）科贸有限公司——葡萄酒、橄榄油 
 
天卓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葡萄酒、橄榄油 
 
杭州励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食品机械 
 
深圳卓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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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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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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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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肠菌群九管法测定是定量实验还是定性实验？ 
关于奶粉中添加菊粉和初乳等问题 
食品企业是否可以使用透明塑料口罩 
色素：什么样的色素在水中泡就分解没有了？ 
饮料厂余氯超限怎么解决? 
二更进行风淋前要做个给鞋子消毒的池子么？ 
泡鸭爪泡鸡爪加工配送，办证困扰 
桶装饮用水不能用ＰＥＴ桶，依据是什么？ 
蔓越莓饼干怎么保持蔓越莓的水分 
实验室低盐固态发酵酱油的问题 
进口牛肉简单分割进超市 需要什么证件。第三方检测报告 
不小心弄到硝酸，实验室地板变黑 
口服含化固体饮料速溶性问题 
怎样控制酸价效果更大，还能省成本？ 
饮料放置一段时间开始有苦味 
饮料生产中，管道清洗效果如何验证？ 
片剂保健食品生产车间是不是必须通过 GMP 认证？ 
速冻包子放置时间久冻裂问题。求指教 
求助一下轻舟版主 纯肉粉类 在麻辣调味中起什么作用 
婴幼儿配方奶粉中需要检测蜡样芽胞杆菌吗？ 
洁净车间与非洁净车间之间的传递窗问题 
请在饼干的营养强化剂中可以出现 β-胡萝卜素吗？ 
农副产品直接在市场购买，需要检验报告吗？如黑米、鸡蛋 
 
本周讨论帖： 
严惩重处食品药品违法违规行为，确保节日消费安全 
杀菌的 CL 值与 OL 值 
食品人都做哪些兼职？ 
又是豆芽：陕西至少 26 名官员因“毒豆芽”被追责 纷纷举证为芽农喊冤  
每日一学（141224）高压蒸气灭菌器灭菌效果的验证方法 
【即时更新】食品企业的工作人员，你的生活压力来自于哪里？  
关于食品设备 CIP 清洗用氢氧化钠执行标准讨论 
对于王海举报“极草 5X”虚假宣传,你怎么看？ 
如何做好来料品质管理 

食品论坛热帖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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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6956-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6819-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6808-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6665-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6657-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6615-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20862-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20824-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20784-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8617-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8610-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8601-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8565-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8510-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8444-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8367-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8338-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7403-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7392-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7390-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7278-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7251-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7213-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7208-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7140-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7101-1-1.html


年度工作总结 
七个关键词读懂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 
质监局划转食药局生产科长应尽快转变意识形态 
“雨润”肉制品检出致病菌 专家：尽量避免生吃食物 
QS 现场核查基本通过，整改中。将陆续分析不顺心原因 
关于在我国无传统食用习惯的产品 
【食品安全】不要让孩子“吃”成性早熟 
食品法审议：罚款幅度有调整 
《食品安全法》二审稿：转基因食品应按规定标识 
3 天选址，1 天洽谈 QS 代办，2 天定装修，效率才能决胜市场 
江西高安口蹄疫病死猪流入 7 省市 年销售 2 千万 
QS 许可，以后能不能不那么任性 
审核员 10 大行为规范，谁能全做到？ 
最新的《食品安全法意见稿》若通过，则标签打假者几乎失业  
专家回应自来水含抗生素:喝十万年才等于吃片药 央视驳称不科学  
质量管理的适可而止文化 
关于新食安法送审稿 35 条的理解 
药厂污水抗生素量是自然水万倍 自来水检出阿莫西林 
新京报：地表水体含 68 种抗生素 浓度远高于国外 
我被打假人敲诈 40 万，怎么办啊？ 
广东启动婴幼儿配方乳粉追溯系统 
是否应该关注进出口国家的某个州的法规，比如出口美国？ 
【奇谈怪论。。】英媒：中国人吃猪肉危害世界 系全球气候变暖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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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6966-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6958-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6848-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6828-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6706-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6689-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6684-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20914-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20906-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20904-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20852-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8958-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8778-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8600-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8579-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8574-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8529-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8526-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8357-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817416-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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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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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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