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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标识漏标反式脂肪酸含量 消费者获 10 倍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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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尴尬的政府之“手”：扶了乳企坑了

奶农 
   受低价洋奶粉冲击，一些乳企对生鲜乳压价收购，乳业大省黑龙江的奶牛养殖业面临行业“洗牌”。记者近期在当

地采访了解到，由于多种原因，部分乳企在一些区域已经处于近乎垄断奶源的地位，虽对地方经济发展和稳定奶农

收入起到积极作用，但也因其市场份额过大等原因，易引发乳企失信、压低价格侵害奶农利益等问题。一位当地奶

农称，当地政府要求他们只能把奶交给指定的公司，不允许卖给别的企业。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我国乳品加工企业与养殖者利益联结机制尚不完善，亟须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破冰，行业

协会和地方政府在这方面都应有所作为。 

  
    交易参考价“失灵” 
  
    在此轮低价进口奶粉冲击过程中，黑龙江省一些地方的交易参考价再度失灵。肇东市宋站镇一位奶农告诉记者，

现在养牛就是赔钱，眼看奶价连续往下掉却无能为力。 
  
    因奶农在生鲜乳定价方面缺少话语权，黑龙江省曾探讨如何保护奶农利益，规范生鲜乳交易行为。2010 年 7 月，

黑龙江省多部门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完善生鲜乳购销价格管理的意见》提出，实行生鲜乳购销交易参考价和政府指

导价相结合的定价机制，省里成立生鲜乳价格协调委员会，制定全省生鲜乳交易参考价和上下浮动空间，交由各地

执行。 

  
    意见同时明确，在生鲜乳购销交易参考价失灵时制定生鲜乳政府指导价，适时在部分生鲜乳购销价偏低的地区启

动政府指导价。由省物价监管部门会同省畜牧兽医部门对当地生鲜乳生产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进行监审和调查，制

定生鲜乳购销政府指导价并监督执行。 
  
    黑龙江省在这项政策出台的当月，就对肇东市、富裕县和双城市（现为哈尔滨市双城区）实行了政府指导价管理，

使三地一度过低的奶价得到缓解。按照有关部门的说法，黑龙江省生鲜乳交易参考价与政府指导价的实施，一度维

护了黑龙江省奶农的利益，奶农养牛热情高涨。 

  
    但记者采访发现，在此轮低价进口奶粉冲击过程中，黑龙江省一些地方的交易参考价再度失灵。肇东市宋站镇一

位奶农告诉记者，现在养牛就是赔钱，眼看奶价连续往下掉，前几年最多达 3.4 元一公斤的奶，至 2015 年 8 月已掉

到 2.6 元一公斤，远低于黑龙江省第三季度规定的交易参考价最低限值 2.94 元。 

  
    哈尔滨市双城区畜牧兽医局局长张国林介绍，省里制定的交易参考价对小区和牧场来说，能执行到位，但对往奶

站交奶的奶农来说，就难以执行了，2015 年第三季度价格最低时奶农能得到的奶价为每公斤 2.20 元。 

  
记者了解到，富裕县企业收购散养户生鲜乳的结算方式，是企业直接支付给奶站，再由奶站扣除管理费成本后，

支付给奶农。富裕县奶办主任杨东利介绍，2015 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富裕县的奶农已拿不到交易参考价确定的

价格了，比如第三季度是每公斤 2.94 元，企业支付给奶站是 3.00 元，奶站再扣除成本，奶农根本拿不到 2.94 元。 
 
更多内容详见：尴尬的政府之“手”：扶了乳企坑了奶农 

 
文章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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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售卖含荨麻进口食品 北京赛特被判

十倍赔偿 
新京报快讯（记者刘洋）高级商场的进口食品并非一定可靠、安全。新京报记者 2 月 14 日从朝阳法院获悉，因

售卖一款含有荨麻的进口糖果，不符合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北京赛特百货有限公司（简称赛特）被判十倍赔偿。 

  
    原告周先生说，2014 年 7 月 22 日、26 日，他在赛特买了品名为世安水果味糖，价值 1296.6 元，回家后经家人

提醒发现，该产品配料里有荨麻成分，上网查询后发现荨麻不属于普通食品及食品原料，用在普通食品里存在安全

隐患。之后，周向北京市朝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称朝阳区食药监局）反映了此事，朝阳区食药监局调查核

实后对赛特做出行政处罚，证实上述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基于此，周先生随后诉至法院，依据食品安全法之规定，要求判令赛特公司返还货款 1296.6 元并十倍赔偿 12966
元，诉讼费由赛特公司承担。 

  
    庭审中，赛特答辩称，该产品是进口食品，经过进出口检验检疫为合格。生产商给出的意见也是产品合格，符合

出口条件。经查询文献资料，荨麻在中国具有食用历史，因此食药监局给出的意见依据不成立。关于荨麻是否可以

作为食品原料予以添加，国家卫计委未给出明确意见。 

  
    经法院审理查明，该糖果含量中确实明示“着色用植物粉（甜菜根、姜黄、菠菜、荨麻）”。2014 年 8 月 4 日，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向周先生出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载明“由于目前未查询到荨麻在我国具有传统食用习

惯，检验检疫机构判定其不属于普通食品，不得随意添加到糖果等普通食品中。”朝阳区食药监局对赛特作出没收违

法所得 136.55 元、罚款 5000 元的行政处罚。 

  
    法院认为，上述告知书以及行政处罚具有相应法律效力，可以佐证赛特公司销售的世安水果味糖配料中含有荨麻

成分，属于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周先生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因此，法院作出前述判决。 

 
 
 
 
 
 
 
 
 
 
 
 
 
 
 
 

    文章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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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哈尔滨"天价鱼"涉事饭店被责令停

业并行政处罚 
    劲彪新闻 2 月 17 日消息，记者从哈尔滨有关部门获悉，哈尔滨市松北区“天价鱼”事件专项调查组经过深入调查，

针对目前已核实的该饭店存在不以真实名称提供服务、餐饮许可证过期等问题，松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其停止

经营活动，并依法依规按程序进行行政处罚。 

    调查组表示，通过该事件，也暴露出来我们对餐饮等行业监管还存在缺失，管理上还不到位。我们要加大检查监

督力度，对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绝不姑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进一步完善管理和服务，营造良好的市

场消费环境。诚挚感谢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同时也欢迎对我们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事件回顾 

    ●2月 14 日，江苏常州游客陈岩在微博中爆料称，2 月 9 日（大年初二）晚 9 点多，他和家人共 20 人在导游的带

领下到哈尔滨市松北区的北岸野生渔村就餐。点餐时，他们看到菜单上的标价，鳇鱼的价格是 398 元一斤，其他两

种鱼每斤 298 元。但在结账时，陈岩认为当时他看着鳇鱼称重为 10 斤 4 两，账单上却写着鳇鱼 14 斤 4 两，两桌饭

结算下来总计花费了 10302 元。 

    ●2月 15 日，哈尔滨官方公布了“天价鱼事件”调查结果，初步结论为饭店明码标价无违规。调查结论中还称，当

地警方介入调解时没有吸烟等不文明行为，警员出警时亦未出现双方发生肢体冲突的现象。警方称，在调解最后，

顾客和饭店负责人拥抱并互留电话、微信。顾客还对过年期间警察如此快速出警调解表示感谢。 

    ●2月 16 日，涉事顾客陈岩发声称，哈尔滨松北区专项调查小组出具的调查情况不属实，要求哈尔滨有关部门向

社会公布事发时的全部视频来还原事件原貌。对于谁先动手的问题，陈岩表示：“我看新闻上店家只提供了部分视频，

希望店家公布完整的视频，不要断章取义，我们大多老人孩子，在外地只是想歇事宁人，我最后和老板拥抱是不想

被报复，毕竟在外地。” 

    此外，涉事饭店前台经理赵玲核实，在手写账单上签字的并不是游客本人，而是该店服务员为“免责”代签了“陈”
字。 

    新京报消息还称，涉事饭店“北岸野生渔村饭店”的工商登记名称实际为“北岸渔村饭店”，并无“野生”二字，其餐

饮服务许可证已于今年 2 月 4 日到期。一名哈尔滨导游称，往上述渔村带人会有 60%左右的提成，店家未证实该导

游说法。 

    ●2月 16 日晚，当事人陈岩通过电视节目向东北人民慎重道歉。“我在微博上所写的遭遇是真实的，不过，当时我

因为气愤，写了一个黑东北。”陈岩认为，自己在这个方面可能考虑不周到，不能以区域性来划分，毕竟不良商家是

个别的。为此，选择道歉。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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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四川小伙吃面后尿检呈阳性 餐馆和

干杂店 4 人被判刑 
    对于不满 20 岁的新津小伙王辉（化名）来说，怎么也不愿相信自己的前途会破碎在 2 两干拌面上。在体检时，

王辉的尿液检测呈阳性，罪魁祸首就是肉臊子中添加的吗啡……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涉事餐馆老板等 4 人因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 6-10 个月不等的有期

徒刑。 

  
    臊子有问题 
  
    经现场吗啡快检，该餐馆的牛肉、杂酱等臊子均检测呈阳性。 

  
    调料有问题 

  
    经调查，臊子所用的调料，是在一家名叫“燃烧干杂”的店铺购买的。 
  
    干杂店有问题 

  
    专案组民警在干杂店库房阁楼上方的隐秘处发现了大量疑似为罂粟壳的物品。 

  
    / 人生悲剧 / 体检尿检呈阳性 前途受影响 
  
    去年 8 月，王辉因工作需要到新津花桥派出所参加体检，尿液检测却呈阳性。 

  
    “我从来不吸毒，当时一下就懵了！”王辉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对于尿检结果，他是怎么也想不明白。后来，民警

询问他之前吃过什么东西。 

  
    在王辉看来，他的饮食也很正常。当日上午 9 时许，在花桥镇一条街上的“馄饨大王”餐馆吃了 2 两干拌面，大约

3 个小时后就到派出所进行了尿检。 

  
    难道是 2 两干拌面惹的祸？在收到王辉反映的情况后，花桥派出所民警化身食客，前往“馄饨大王”店铺打包了两

碗面条。经过现场快检，其中一碗面条的吗啡检测呈阳性。随即，新津警方成立专案组展开侦破工作。 

  
    / 果不其然 / 肉臊子中检测出吗啡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专案组立即对现场进行布控：因餐馆有刀具等危险物品，可能会产生危险，进入现场后，花

桥派出所民警将餐馆人员控制在一旁；其余专案组成员分为两组，一组对铺面成品汤、面、作料等进行现场快检，

另一组则对铺面的库房进行搜查。 

 
更多内容详见：四川小伙吃面后尿检呈阳性 餐馆和干杂店 4 人被判刑 

  
文章来源：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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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哈尔滨：标识漏标反式脂肪酸含量 

消费者获 10 倍赔偿 
     中国消费者报哈尔滨讯（杨宝学 记者 刘传江）金麦胚乳中含有氢化植物油，但未按规定标明反式脂肪酸的含

量，法院认定，商家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依据《食品安全法》给予消费者 10 倍赔偿。近日，哈尔滨中级人

民法院就对这样一起案件进行了判决。 

  
    2014 年 2 月 13 日，哈尔滨市消费者丛先生在位于香坊区的大商新一百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千盛生活广场香坊店购

买了由吉林省丰硕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北大荒牌金麦胚乳 60 罐，每罐 7.2 元，合计 432 元。在食用过程中他感觉口

感一般。经查询发现，该产品标签说明配料表上介绍含有氢化植物油，但表中未标示反式脂肪酸含量。 

  
    丛先生诉称，根据《GB28050-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的规定，食品配料含有或生产

过程中使用了氢化和或部分氢化油脂时，在营养成分表中还应标示出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北大荒牌金麦胚乳为预包

装食品，其中，配料表中标示含有氢化植物油部分氢化，但未标明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丛先生认为商家销售不合格

食品，存在欺诈行为，应依据《食品安全法》进行 10 倍赔偿。 
  
    多次协商未果后，2015 年 8 月，丛先生将大商新一百购物广场告到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要求商家依法给

予 10 倍赔偿。 
  
    大商新一百购物广场认为，该食品进货时有产品合格证，且食品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的要求，对丛先生并无人身伤

害，产品标签缺失不能证明该食品本身存在质量问题。此外，《食品安全法》中关于 10 倍赔偿的条件是，生产不符

合食品安全的食品或者是经营者销售了明知是不安全的食品才能承担赔偿责任，商场仅违反了预包装食品标识的规

定，不适用《食品安全法》。 

  
    2015 年 7 月，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食品安全法》以及《GB28050-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的规定，明确了要求食品配料含有或生产过程中使用了氢化和或部分氢化油脂时，在营

养成分表中还应标示出反式脂肪酸的含量。销售商有严格审查所售食品相关内容是否合法的义务，销售营养成分标

注不符合规定的食品，应视为销售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据此，法院判决商家按《食品安全法》规定给予

消费者 10 倍赔偿。 

  
    大商新一百购物广场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日前，哈尔滨市中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原判，由大商新一百购物广场按照《食品安全法》规定，对消费者

进行 10 倍赔偿。 
 
 
 
 
 
 
 
 

文章来源：中国消费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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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福州：“85℃”三明治吃出活蚯蚓 商

家回应：或因疏忽 

 

    “85℃”三明治中的活蚯蚓长约 5 厘米（受访者供图） 
  
    海峡网 2 月 17 日讯（记者 刘世泉）在“85 度 C”福州信和店买了个三明治，吃到一半发现其中有一条活蚯蚓，这

让消费者吴女士大为作呕。此事经本报报道后，引发热议，不少市民希望商家能给出一个明确答复，让市民吃得更

放心。昨日，记者再随吴女士至事发门店，进一步了解此事原因。 

  
    吴女士说，前日中午 12 点半，她从“85 度 C”福州信和店买了一份全麦火腿三明治，带到单位吃。“我都已经把三

明治放进嘴里了，突然发现眼前有一团黑色卷曲的东西，吓了一跳。”吴女士说，随后她从三明治的生菜中挑出这团

物体，发现是一条蚯蚓。“当时还是活的，不断蠕动，大约有 5 厘米长。” 

  
    “我就在附近上班，平时常来这家店里买吃的，这样的品质让我怎么放心？”吴女士说，她希望店方给出一个明确

答复，让她知道为何三明治会带蚯蚓。当日，吴女士就此事向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该局已经受理。不少网

友也认同吴女士的想法，有网友提出，“‘85 度 C’这么大的连锁店却出这样的问题，一定要搞清楚，不然大家都不敢

买吃的了。” 

  
    对于此事，“85 度 C”相关负责人昨日表示，该三明治属手工制作三明治的一种，主要馅料包菜由中央供应商提供，

并在门店进行清洗和加工制作。“我们的生菜均是当日从地里采摘，经中央供应商包装后直接运往各门店，蚯蚓可能

是采摘时藏在菜中，供应商没有发现。”该负责人说，按公司的操作规范，店员需两次清洗生菜后，才能制作食物。

公司已通过查看监控视频等方式了解到，当事店员确有进行相应操作，但可能因店员疏忽，未将蚯蚓清洗掉。 
  
    该负责人表示，公司目前已配合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此事进行调查，公司内部也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 

 
    相关报道：女子 85℃福州信和店买三明治 吃出 5 厘米长活蚯蚓 

   
文章来源：海峡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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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金鼎轩被指回炉顾客剩水 公司声明

称系干净水倒回加热 
前晚一段视频在网上热传，“北京金鼎轩雍和宫店员工将客人喝剩的水重新倒入热水桶中供其他人饮用”，网友纷

纷留言谴责，也有人质疑视频的真实性。昨天下午北京晨报记者探访该店发现热水桶已不见踪影，金鼎轩官方微博

则发声明称，服务员是将预先准备的干净饮用水倒回壶中加热，并非客人饮用后的剩水。 
  
    视频热传 顾客质疑卫生 

  
    前晚，一则关于金鼎轩服务员将水倒回水桶的视频热传，记者在视频中看到，一身穿黑色制服的金鼎轩工作人员

将一个透明塑料杯中的水倒入桌上的热水桶内。水杯中的水约有三分之二杯，桌上还有两三个有水的杯子，都不是

满杯。此视频一出，网友们纷纷质疑金鼎轩的卫生情况，“这一看就是喝剩下的水往里回倒呢”。不过也有网友质疑

此说法的真实性，“很难讲是客人喝剩的水啊”。 

  
    昨天下午，北京晨报记者来到金鼎轩雍和宫店，此时不少顾客在用餐。记者观察发现，视频的拍摄位置是在一层

大堂内的一处热水自取处，热水桶旁还有许多干净塑料杯被倒扣着摆放在塑料筐内。记者注意到，当有客人将喝剩

的水摆在台上时，立刻有服务员将水杯拿走，没有回倒的情况。 

  
    店方回应 净水倒回加热 

  
    就此视频，该店负责人吴经理承认视频确是在该店拍摄，视频中的员工是该店的一名主管，拍摄时间为前日。他

称，春节期间客人较多，他们会安排专人将水打好，把水杯放在热水桶旁，而视频中服务员倒进桶里的水没有任何

人碰过，“肯定不是剩下的水”。对于是否可以公布监控视频的疑问，他表示已将相关视频提交给公司法务部，公司

已就此事发布官方说明，其余情况不便回复。 
  
    记者在北京金鼎轩酒楼有限责任公司的官方微博上看到，该公司就 2 月 13 日事件声明，称服务员是将预先准备

的干净饮用水倒回壶中加热，并非是客人剩下的水，为此次误会事件给顾客造成的影响道歉，并郑重承诺将坚决抵

制违反食品安全的行为。 

  
    北京晨报 96101 现场新闻 记者 张静雅 
 
 
 
 
 
 
 
 
 
 
 

 
  

文章来源：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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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食药监总局提示冬虫夏草有风险 青

海春天：请公布依据 
   国家食药监总局（CFDA）春节前夕的一份消费提示，将 A 股市场唯一虫草概念股青海春天（600381,SH）推上

了风口浪尖。 

  
    2 月 4 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的《关于冬虫夏草类产品消费提示》称，冬虫夏草、冬虫夏草粉及纯粉片产品中，

砷含量为 4.4～9.9mg/kg,长期食用冬虫夏草、冬虫夏草粉及纯粉片等产品会造成砷过量摄入，并可能在人体内蓄积，

存在较高风险。 
  
    此外，《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青海春天子公司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天药用）

GMP 证书（药品生产许可证）已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到期，但直到现在，公司仍未收到青海省食药监局换发的新

GMP 证书。 

  
    “国家食药监总局的消费提示中指明了冬虫夏草属于中药材，不属于药食两用物质，‘极草’纯片以前上市时就有一

些非议，主要争论点也是这个，可能公司要取得 GMP 证书存在难度。”一家中药企业人士表示。 

  
    产品价格远超黄金 
  
    近日，国家食药监总局的一则消费提示，将青海春天“既不是食品，也不是保健品，也不是药品”的“极草”再一次

推向舆论焦点。 
  
    对此，继 2 月 6 日回复称其虫草粉片的安全性已经研究证实后，青海春天又于 2 月 16 日公告称，公司将成立专

项工作小组负责消除消费提示的影响。其表示，国家食药监总局所发布的消费提示缺乏相关研判依据，存在不严谨

之处，对整个冬虫夏草行业及公司产品声誉造成了损害。青海春天要求国家食药监总局公布相关研判依据、研究数

据与结果。 

  
    在该事件持续发酵之际，《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昨日实地走访了位于成都著名商业街的“极草”专卖店，就产品销

售情况进行深入了解。 

  
    记者以顾客身份进店咨询，店内两名销售员立刻热情地上前介绍产品。在问及销售情况时，销售员表示买的人挺

多，生意还可以。但记者在门口观察的半小时，并没有一位顾客进入店内。 

  
    据介绍，以正在做优惠活动的“极草”双层片为例，其规格为 0.35 克/片×45 片/瓶×1 瓶/盒，原价为 16900 元，活动

价位 13200 元。即便这样，每克价格也达 800 多元，远远高出黄金，而更贵的至尊含片每克价格则高达 1000 多元。 

  
当记者对砷含量提出疑问时，销售员表示，“产品对人体没有什么影响，因为要服用大概 2000 片饮片砷才会超标，

吃不起不说，也没有这样吃的，正常服用一天的量也就 2 片。” 

 
更多内容详见：食药监总局提示冬虫夏草有风险 青海春天：请公布依据 

 

    
文章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9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51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5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0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16/02/353922.html


中国食品 
在乐购超市买9瓶洋酒6瓶过期 超市

同意退货并赔偿 7000 元 
近日，沈阳市民刘先生和朋友到乐购超市铁西店购买甜酒准备元宵节送礼，交款后发现所购部分甜酒过期，遭遇

维权难题。随后刘先生向 3·15 维权线索征集平台提供了这一线索。 

  
    昨日介入调查，乐购超市铁西店同意退货并向消费者刘先生赔偿 7000 元钱。 

  
    逛超市买元宵节礼品 9 瓶甜酒 6 瓶过期 
  
    据刘先生介绍，2 月 17 日中午，他和朋友到铁西区南八中路附近的乐购超市铁西店选购元宵节礼品。在酒水销

售区，他和朋友们随意挑选了 9 瓶标注原产国为爱尔兰的进口甜酒，售价为 119 元/瓶。 
  
    在收银台结账后，刘先生发现一瓶甜酒的外包装有部分塑料薄膜脱离，刘先生担心该瓶甜酒产品有问题，就从包

装里取出甜酒仔细查看瓶内酒水和产品标签，产品标签标注甜酒生产日期为 2014 年 2 月 13 日，保质期为 2 年。 
  
    “按照甜酒标签上标注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这瓶甜酒已经过期了。”刘先生说。 

  
    发现问题后，刘先生和朋友仔细检查其余 8 瓶甜酒的产品标签，发现还有 5 瓶甜酒产品标签标注生产日期为 2014
年 2 月 13 日。 

  
    刘先生称，按照 2 年保质期计算，其所购 9 瓶甜酒中，6 瓶已经过期。 

  
    事后，刘先生找到超市客服人员，要求超市方面对卖场内销售过期甜酒一事进行解释，同时根据《食品安全法》

相关规定，向超市提出十倍赔偿要求。 

  
    据刘先生介绍，超市方面得知情况后随即对卖场内相关产品进行下架，但对于其提出的赔偿要求并未同意。 
  
    相关产品已下架 超市同意赔偿 7000 元 

  
    昨日，记者和刘先生来到乐购超市铁西店，刘先生向记者提供了过期甜酒和购物小票等维权证据。 

  
    其中，6 瓶甜酒产品标签标注生产日期为 2014 年 2 月 13 日，保质期为 2 年，均已过期，过期甜酒总价款为 714
元。 

  
    针对刘先生的投诉，超市客服部门工作人员表示，超市接到刘先生反映的情况后，已经对相关产品进行下架处理。 
  

对于刘先生所购甜酒商品的进货手续及质检部门出具的检验检疫证明，客服人员表示，相关手续需要联系超市总

部相关负责人，客服人员随后记下记者联系方式，并表示，乐购超市方面将尽快给予回复。 
 
更多内容详见：在乐购超市买 9 瓶洋酒 6 瓶过期 超市同意退货并赔偿 7000 元 

 
             文章来源：华商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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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农业部发文要求严防转基因生物违

法扩散 春耕前组织专项检查 
近日，农业部发文要求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遏制转基因生物违法扩散现象，并提出探索建立违规研究

单位与研究人员系统内通报制度。 

  
    2 月 14 日，《工人日报》就此报道称，我国转基因生物的研发和实验将受到更严厉的监管。 

   
    1 月 28 日，农业部印发《2016 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工作方案》，要求依法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

确保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试验、生产、经营和加工等规范有序。 

  
    方案提出，要严格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法规规章要求，按照“属地管理、部门协调、检打联

动”的原则，以转基因玉米、水稻为重点，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农业转基因生物非法试验、制种、销售、种植等

行为，斩断农业转基因生物非法扩散链条，查处一批违法案件，惩处一批违法分子，有效遏制转基因生物违法扩散

现象。 
  
    方案要求各省春耕前组织开展专项检查行动，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督促转基因研发单位和研发人员落实第一责任

人责任，监管管理制度，强化对科教单位和种子企业育种活动的督查，严防育种材料非法扩散，探索建立违规研究

单位与研究人员系统内通报制度。“充分利用试纸条等快速检测方法，对玉米等种植田进行抽样监测，严查转基因作

物非法种植”。 

  
    据《华夏时报》1 月 30 日报道，东北多地已下发打击转基因玉米种子的公告，总体要求是对转基因零容忍，坚

决打击种种形式售卖转基因玉米种子的行为，严禁一切形式的转基因玉米品种流入市场，对情节特别严重的移送公

安机关。吉林省 2015 年一共吊销了 3 个违法企业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东北地区存在转基因

玉米种植现象。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此前报道，1 月 28 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在解读 2016 年中

央一号文件时表示，从已经查处的极个别地区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的情况来看，确实对转基因的监管还要进一步强

化。 

  
    从 2007 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十年间八提转基因，其中七次明确出现“转基因”三个字，还有一次运用了与“转基

因”相近的概念。作为体现官方农业政策走向的重要文本，中央一号文件对转基因提法的变化，也折射了官方态度的

转变。中国官方 1997 年、2006 年先后批准转基因棉花、木瓜商业化种植，2009 年，提出要推动转基因新品种产业

化，却在此后避提转基因、强调加强科普，今年又表示要慎重推广，徘徊在民意和国际竞争压力间，而当初力推的

产业化并无进展。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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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酒曲

有关问题的复函（食药监办食监一函

〔2016〕82 号） 
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你局《关于明确酒曲属性的请示》（渝食药监文〔2015〕50 号）收悉。经商国家卫生计生委，现函复如下： 
  
    依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酒曲有关问题的复函》（国卫办食品函〔2015〕1191 号），酒曲是我国酿酒

行业传统糖化发酵剂、属于食品发酵用菌种。根据酒曲的制作原料、制作工艺以及在酿酒过程中的作用等，不需要

在终产品标签中标示酒曲。 
  
    附件：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酒曲有关问题的复函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 
  

    2016 年 2 月 4 日  

 

 
   文章来源：重庆市食药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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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2批

次肉及肉制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

（2016 年第 23 号） 
  近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抽检肉及肉制品、饮料、焙烤食品和乳制品等 7 类食品 620 批次样品，

抽样检验项目合格样品 618 批次，不合格样品 2 批次。其中，肉类及其制品 96 批次，不合格样品 2 批次，占 2.1%；

饮料 51 批次，焙烤食品 90 批次，糖果及可可制品 72 批次，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99 批次,罐头 87 批次和乳制品 125
批次，均未检出不合格样品。现通告如下： 

  
  一、不合格样品涉及的标称生产加工单位、产品和不合格指标为：大庆市龙大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加工的后腿股

肉（牛肉）和齐齐哈尔市铁锋区杨生屠宰场生产加工的牛上脊肉（牛上脑）检出地塞米松（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物

之一，有抗炎、抗休克、抗过敏、抗毒素等作用，在牛的肌肉中的残留限量为 0.75μg/kg）。 
  
  二、对上述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已要求企业所在地黑龙江省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依法对不合格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作进一步调查处理，查明不合格产品的批次、数量和原因，制定整改措施。调查

整改情况需于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并向社会公布。 

  
  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抽检的样品检验全部合格的大型企业有 126 家，具体名单详见附件。 
  
  特此通告。 

   
  附件：   1.肉及肉制品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xlsx 
        2.肉及肉制品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xlsx 
        3.饮料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xls 
        4.焙烤食品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xlsx 
        5.糖果及可可制品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xlsx 
        6.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xlsx 
        7.罐头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xlsx 
        8.乳制品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xlsx 
        9.关于地塞米松的说明.docx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6 年 2 月 16 日 

 
 
 
 
 
 

文章来源：国家食药监总局  

13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602/16/17-57-49-15-357017.xlsx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602/16/17-58-08-99-357017.xlsx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602/16/17-58-28-54-357017.xls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602/16/17-58-45-22-357017.xlsx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602/16/17-59-09-67-357017.xlsx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602/16/17-59-27-51-357017.xlsx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602/16/17-59-42-79-357017.xlsx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602/16/18-00-04-12-357017.xlsx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602/16/18-00-26-41-357017.docx
http://www.sfda.gov.cn/WS01/CL1687/144460.html


国内预警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6 年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要点的通知（农

办质[2016]5 号）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和全国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工作会议精神，全力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我部制定了《2016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要点》，

现予印发。请结合本地区、本行业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农业部办公厅 

  
    2016 年 2 月 5 日 

  
    2016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要点 

  
    2015 年各级农业部门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依法履职，扎实工作，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再上新台阶。全

国蔬菜、畜禽和水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为 96.1%、99.4%和 95.5%，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总体平

稳向好，没有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为农业农村经济实现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稳中增效做出了积极贡献。 

  
    2016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决胜阶段的第一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和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

年。继续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巩固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任务艰巨、责任重大。2016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紧紧围绕“提质增效转方式”，
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与农业产业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坚持执法监管和标准化生产“两手抓”“两手

硬”，逐步探索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和农情的监管模式，推进监管能力和制度机制建设，切实保障农产品消费安全，

努力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一、深化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 
  
    （一）开展首批试点核查授牌。对 2015 年确立的 107 个创建试点单位，组织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全面核

查，核查后符合条件的由部里进行抽查。核查、抽查符合要求的，统一命名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并进行授牌。 
  

（二）扩大创建试点规模。根据首批试点进展情况，修改完善质量安全县（市）创建活动方案、考核办法和管理

办法。在首批基础上，再新增 200 个县（市）作为创建单位，优先把现代农业示范区、省级质量安全县以及政府重

视、基础条件好、工作积极性高的“菜篮子”大县或地市整建制推进纳入创建范围。鼓励和支持开展省级农产品质量

安全县创建。 

 
更多内容详见：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6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要点的通知（农办质[2016]5 号） 

  
 
 
 

文章来源：农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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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公开征求保

健食品原料目录（第一批）意见的公

告（2016 年第 38 号） 
  按照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要求，为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目录管理，依法开展保健食品备案管理工作，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起草了保健食品原料目录（第一批）——保健食品中营养素补充剂原料目录（征求意见稿），

现公开征求意见。 

  
    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可以在 2016 年 3 月 4 日前，通过以下方式提出修改意见： 
  
    一、通过信函将意见寄至：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26 号院 2 号楼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监管

三司（邮编 100053），并在信封上注明“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征求意见”字样。 
  
    二、通过电子邮件将意见发送至：jinfb@cfda.gov.cn。 

  
    三、通过传真将意见传至：010-88374394。 

  
    特此公告。 
  
    附件：保健食品原料目录（第一批）——保健食品中营养素补充剂原料目录（征求意见稿）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6 年 2 月 15 日 

  
     2016 年第 38 号公告附件.xls 

 
 
 
 
 
 
 
 
 
 
 

 
 
 

文章来源：国家食药监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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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国家标准《调味品生产企业质量控制

与管理技术指南》、《调味品追溯技术

规范》征求意见稿公示 
   按照标准化工作程序，国家标准《调味品生产企业质量控制与管理技术指南》、《调味品追溯技术规范》征求意

见稿已经完成（见附件），现予以公示征求意见，请各有关单位和专家在 2016 年 2 月 26 日前，将反馈意见传真或

E-mail 至协会秘书处。 

  
    联系方式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47 号天行建商务大厦 605 室 

  
    邮    编： 100036 

  
    联 系 人： 李慧丽 李 岩 
  
    邮    箱：kejibu@chinacondiment.com.cn 

  
    电    话： 010-51921726/28  51921215/59/73 分机   802  810 

  
    传    真： 010-51921087 
  
    附    件： 

  
    1.国家标准《调味品生产企业质量控制与管理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 

  
    2.国家标准《调味品追溯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3.国家标准《调味品生产企业质量控制与管理技术指南》意见反馈表 

  
    4.国家标准《调味品追溯技术规范》意见反馈表 

  
    中国调味品协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日 

 
 
 
 
 
 

 
   文章来源：中国调味品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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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过渡

期食品生产许可证吊销有关问题的

复函（食药监办食监一函〔2016〕86

号） 
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你局《关于婴幼儿配方谷粉是否允许分装等问题的请示》（赣食药监文〔2015〕28 号）收悉。文中提到过渡期

食品生产许可证吊销有关问题，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应当按照《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总局令第 16 号）

第四十一、四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二、食品生产者持有多张旧版食品生产许可证，需要吊销生产许可证时，由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

吊销涉及的相关产品类别对应的食品生产许可证。 
  
    三、持有新版食品生产许可证的食品生产者，需要吊销生产许可证时，由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吊销

该食品生产者的食品生产许可证。 
  
    四、食品生产者持有多张旧版食品生产许可证和新版食品生产许可证，需要吊销生产许可证时，如果应当吊销证

书的产品类别涉及旧版食品生产许可证，则由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吊销旧版食品生产许可证，其持

有的新版证书继续有效；如果应当吊销证书的产品类别涉及新版食品生产许可证，则由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依法吊销新版食品生产许可证，其持有的旧版证书继续有效。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 

  
    2016 年 2 月 4 日 

 
 
 
 
 
 
 
 
 
 
 
 

  
 

   文章来源：国家食药监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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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澳毒生菜竟出口至中国 波及亚洲国

家 
近日，澳洲 Coles 和 Woolworths 超市中的生菜被查出含有沙门氏菌，因此引发部分人患病，顿时人们对此产生

恐慌。虽然两超市已宣布召回，但事件已扩大至对亚洲国家的出口。 

  
    据悉维州公司 Tripod Farmers 是该次涉事生菜的供应商，受影响的产品包括 Coles 4 Leaf Mix，Woolworths 
salad mix，SupaSalad Supamix，Wash N Toss salad mix 等色拉产品。 

  
    据悉，该类污染生菜保质期是 2 月 14 日。 

  
    澳洲卫生部门的顾问称，以往一年只会有几宗该类个案，如今已有 28 宗感染病例，大多数都是成年人受感染。 
  
    召回命令发布后，民众应停止食用该类受感染产品或到购买处退货。 

  
    然而 Tripod Farmers 公司也在向三个重要贸易国家出口 23 批的“同类产品”，出口至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新加坡，

香港，和泰国。 

  
    其中，14 批次出口至新加坡，7 批运至香港，2 批送往泰国。 

  
    据悉，已有 128 人因食用该类问题蔬菜而感染了沙门氏菌。其中，10 例已确诊，118 例为可能病例。 
  
    澳洲官方工作人员称，他们已及时联系了相关国家，将货物批次和涉事公司信息告诉相关出口目的国。 

  
    有专家担忧，该次事件或影响澳洲 86 亿水果和蔬菜产业，损害澳洲食品的良好名声。 

  
    菜农称，此次事件是因一家供应商而起，不代表澳洲食品体系都有问题。 
  
    议员 Siewert 称，澳洲政府并没有对沙门氏菌的出口许可，这体现了澳洲出入口管理的缺陷。 

  
    Tripod Farmers 公司称，正在调查事件起源。据悉，生菜可通过受污染的水或在收割和零售途中受到沙门氏菌的

感染。 

  
（悉尼先驱晨报/本报记者杨淑娜） 

 
   相关报道：澳超市生菜产品感染致病细菌 紧急召回 
            “毒生菜门”发酵 维州感染人数上升至 62 人 
 
 
 

 
文章来源：澳洲新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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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澳媒：草甘膦或致癌 地方政府仍在

使用 

     

    食品伙伴网讯   据外媒报道，尽管世界卫生组织（WHO）警告草甘膦除草剂可能致癌，澳大利亚地方政府仍在

游乐场等比较敏感的地带使用这种化学农药清除杂草。 

    据报道，草甘膦最初商标为 “农达”（Roundup），通常被家庭、农场和地方政府使用。 

    去年，世卫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在评估中将草甘膦“可能”会致癌，上升到了“很有可能”致癌的程度。 

    澳大利亚农药和兽药管理局（APVMA）以及联邦卫生部现在正在对草甘膦的风险做重新评估。 

    但在澳大利亚当局改变其评估之前，地方政府仍可以在学校、公园和游乐场周围使用这种除草剂，并且没有义务

告知公众他们是在何时何地喷洒的。 

    新南威尔士州保险机构 State Cover 警告地方政府，对草甘膦除草剂采取谨慎态度，并建议研究其他控制杂草的办

法。 

    Maurice Blackburn 律师事务所的公共安全律师伊欧安努（Dimi Ioannou）表示，如果议会的工作人员由于使用该

产品而受到明显的伤害的话， 他们能在未来控告他们的雇主。 

    墨尔本亚拉市议会（Yarra City Council）是全国数个使用替代方法除草的试点议会之一。议会议员考兰兹（Roberto 
Colanzi）表示，已证实使用蒸汽的方法除草比使用除草剂更为有效。 

    目前荷兰、斯里兰卡和萨尔瓦多等国家已开始禁用草甘膦除草剂。 

    原文链接：

<http://www.abc.net.au/news/2016-02-16/councils-still-using-herbicide-that-probably-causes-cancer/7168464>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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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西班牙城市 Cádiz 狂欢节 86 人食物

中毒 
西班牙城市 Cádiz 在庆祝狂欢节期间，86 名在同一家酒吧用餐的人食物中毒，其中 23 人出现了严重的呕吐、发

烧和腹痛症状，不得不住院接受进一步治疗。根据 Cádiz 公共卫生服务部门的初步检测，此次食物中毒很可能是由“沙
门氏菌”引起，目前，涉事酒吧已被安达卢西亚卫生部门勒令关闭。 
  
    除了 86 名中毒者外，另有一名 30 岁男性，疑似因在该酒吧用餐后死亡，死者生前也曾出现呕吐、发烧等类似中

毒症状，但目前尚未有确切诊断消息表明与食物中毒有关。沙门氏菌属肠杆菌科，通常可引起胃肠炎、伤寒，严重

一些甚至会引发败血症，摄入污染了沙门氏菌的食物或饮料是唯一的感染方式，但造成的中毒症状通常不会快速致

死。 

  
    随着时间推移，食物中毒事件中受影响的患者也逐渐被全部找到，86 人中有 66 名居住在 Cádiz，18 名在 Sevilla，
2 名在 Granada。目前 23 名入院治疗的中毒者情况稳定，无生命危险。 

 
 

 
 
 
 
 

 
 
 
 
 
 
 
 
 
 
 
 
 
 
 
 
 
 
 
  

      文章来源：欧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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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日本学生发明“无声吸管” 喝饮料

再无尴尬 
中新网 2 月 17 日电 据日媒报道，近日，日本京都大学理学院一年级学生、高桥晃太郎（19 岁）开始着手研发，

饮料快要喝完时不会发出“斯斯斯”声响的无声吸管。目前，大学也通过研究补助的方式，展开了积极支援。 

  
    据悉，促成此项研究的契机来源于高桥的亲身经历，“小时候，因为发出声音每次都会惹父母生气”。 

 
  
    他首先提出假设，认为进入吸管内的液体所形成的薄膜，便是发出声音的源头所在，然而为了找出消除薄膜的结

构，他可谓是绞尽脑汁。 
  
    在经过约 40 根吸管的试验制作后，终于达到了大体上不发声的效果。但高桥仍全身心致力于研究，并表示“还有

改良的余地”。若做出成品，他打算在电影院里毫无顾忌地喝果汁。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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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加拿大营养师协会呼吁政府对含糖

饮料增税 

     

    食品伙伴网讯    据外媒报道，近日加拿大营养师协会表示，当下全球都在控制糖分摄入，加拿大政府也应考虑对

含糖饮料征收 10-20%的税，以抑制肥胖保障国民健康。 

    如果实施这项措施，含糖饮料零售价会提高，消费行为受到部分抑制，从而减少糖份摄入，实现肥胖控制目的。 

    营养师科米欧（Kate Comeau）称，含糖饮料产品价格提高后，比在发票上加消费税威慑力大，人们在消费时肯

定会三思。为此， 

    营养师协会还建议增税和其他政策同时进行，禁止厂家向儿童推销垃圾食品，才能实现更大效果。 

    增税的品种包括苏打饮料、能量饮料和加糖牛奶等，但不包括果汁。 

    目前，该声明已得到心脏病与中风基金会（HSF）、加拿大糖尿病协会（CDA）、魁省体重相关问题联盟（QCWRP）
和卑诗健康生活联盟（BHLA）等国内多个组织团体声援和支持。 

    研究人员表示，墨西哥卫生部 2012 年开始征收 10%的含糖饮料税，1 年后，含糖饮料业销量大降 12%，相当于

墨西哥人均少买 4.2 升含糖饮料。 

    然而加拿大饮料协会对征税行为表示不满。该协会认为，将含糖饮料从其他含糖饮食中独立出来，作为不健康的

唯一因素，这属于误导行为。 

    原文链接：

<http://globalnews.ca/news/2506310/should-sugary-drinks-face-a-20-per-cent-tax-dietitians-call-for-extra-tax-to-curb-obesit
y/>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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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双酚A替代物双酚S 被指同样有毒  

扰乱生殖系统危害健康 
法制晚报讯（记者 黎史翔）“不含双酚 A、无毒无害”——这是不少儿童塑料产品的常用宣传用语，宣称可放心

安全使用。然而，美国加州大学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即便是“不含双酚 A（BPA）”的塑料制品也可能对人体健康构

成严重威胁，具有扰乱生殖系统的危害，影响胚胎发育。 
  
    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之一、UCLA 医学院教授南希·维恩今晨接受法制晚报（微信 ID：fzwb_52165216）记者采访

时表示，这些产品大多使用与双酚 A 化学结构相似的化学物质双酚 S（BPS）。建议家长切勿给儿童使用所有塑料

的奶瓶、餐盒和水杯，其他人也应该尽可能地限制对塑料产品的使用，尤其是不要将其放在微波炉中，即便部分产

品宣称在微波炉中使用是安全的。 

  
    最新研究  双酚 S 会干扰生殖系统  对人体危害堪比双酚 A 

  
    双酚 A，也称 BPA，是聚碳酸酯塑料（PC）和环氧树脂中的一种化学物质，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就被用于制造塑

料水杯、奶瓶或食品包装的内侧涂层。 

  
    早前研究表明，BPA 会增加罹患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几率，可能导致内分泌失调，与不孕不育、哮喘、心脏病

和神经发育紊乱症有关。 

  
    欧盟认为含双酚 A 奶瓶会诱发性早熟，从 2011 年 3 月 2 日起，禁止生产含化学物质双酚 A（BPA）的婴儿奶瓶。

很多制造商早就已停止使用 BPA。 

  
    然而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BPS 作为 BPA 最为普遍的替代物，也可能

对人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研究者把斑马鱼放入到 BPA 和 BPS 浓度较低的环境中进行实验，研究发现，低浓度的 BPS 对胚胎的影响与 BPA
相当，BPS 能够加速胚胎的发展并同时干扰动物的生殖系统，可能增加早产或性早熟的概率。 

  
    斑马鱼是生物学研究中的一种常用动物，约 80％的人类基因可在斑马鱼中找到对应基因，其发育过程与人类相

似。 

  
    结果表明，在胚期 25 小时内，研究人员观察到了内分泌神经元数量增长了 40%，这表明其即使在低暴露剂量下

也会对生殖系统产生过量刺激。 

  
    该研究结果的首席作者、生殖内分泌专家南希·维恩称：“受精卵孵化的时间被加速了，这会导致早产。在 BPA
或 BPS 的刺激下，胚胎发育比正常情况下要快许多”。 

  
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期刊《内分泌学（Endocrinology）》上。 
 
更多内容详见：双酚 A 替代物双酚 S 被指同样有毒 扰乱生殖系统危害健康 

    文章来源：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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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美国拟制订畜禽产品残留抽检计划 

   2016 年 2 月 10 日，美国食品安全检验局（FSIS）发布 G/SPS/N/USA/2824 通报，拟发布国家残留计划（NPS），
将对收集的畜禽产品样品进行化学物质检测以确认监管是否有效。该抽检计划针对除已制定容许限量的农兽残外的

其它有潜在危险的化学项目。FSIS 意图将该计划也适用于蛋制品和鲶形目鱼产品，有助于生物联邦肉类检验法

（FMIA）全面实施。 

 

 

 

 

 

 

 

 

 

 

 

 

 

 

 

 

 

 

 

 

 

 

 

 

 

 

 

 

 

 

 

 
  文章来源：世贸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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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雀巢召回Good Start2铁强化婴儿配

方奶 

     

    食品伙伴网讯   据加拿大食品检验署（CFIA）消息，2 月 14 日加拿大 CFIA 发布召回公告称，雀巢在加拿大召回

一款 Good Start 2 铁强化婴儿配方奶，原因为该产品中的矿物质存在问题，婴儿摄入后会损失主要的营养素。 

    部分摄入该款奶的婴儿出现了疾病，然而尚不能确定相关疾病由该款奶引发。 

    该款雀巢奶的名称为：Good Start 2 （Omega 3 & 6, dietary fiber, and added iron and calcium） Iron Fortified 
Milk-based Infant Formula – Concentrated Liquid，规格为 12 x 359 mL，保质期至 3 月 7 日至 9 日，12 x 359 mL 条形

码为 0 65000 49277 4，利乐单包规格 0 65000 49285 9。 

    加拿大 CFIA 建议消费者将问题产品丢弃。如有疑问可致电雀巢公司。 

    目前加拿大 CFIA 已对本次事件展开调查，并对召回进行了核实。 

    原文链接： 

    http://www.inspection.gc.ca/about-the-cfia/newsroom/food-recall-warnings/complete-listing/2016-02-14/eng/1455490861
351/1455490868394 

    http://www.foodsafetynews.com/2016/02/nestle-canada-recalls-good-start-2-infant-formula/#.VsJrWoW6TXZ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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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加拿大召回未标注鸡蛋过敏原的福

州鱼丸与碗面 

     

食品伙伴网讯    据加拿大食品检验署（CFIA）消息，2 月 12 日加拿大ＣＦＩＡ发布召回通报称，Mannarich Food 
Inc.宣布召回福州鱼丸、碗面，因为产品未声明含有鸡蛋成分。 

 
受召回产品如下： 

  

品牌 名称 规格 代码 条形码 

好煮意东江食品 福州鱼丸 240 g 以“0”打头代码 0 68636 03130 0 

利百家 日式海鲜乌冬 470 g 02212 0 68636 21061 3 

利百家 泰式冬荫公海鲜汤

米 
470 g 02040 0 68636 21062 0 

 
    产品在安大略省、魁北克省、曼尼托巴省、新斯科舍省有售，也有可能已被销往加拿大其他地区。 
     
    截止目前，尚未出现食用后过敏的报道。 

     
    加拿大 CFIA 称，产品未声称含鸡蛋与小麦成分，会对过敏消费者的健康构成威胁，建议过敏者将产品退回获取

退款。 

 
    目前加拿大 CFIA 已对本次事件展开调查，并对召回进行了核实。 

 
    原文链接：

http://www.inspection.gc.ca/about-the-cfia/newsroom/food-recall-warnings/complete-listing/2016-02-12/eng/145530019117
9/1455300197127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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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澳新拟批准孟山都转基因玉米

MON87419 用于食品 
   食品伙伴网讯   据澳新食品标准局（FSANZ）消息，2 月 9 日澳新食品标准局发布食品标准通知公告 03-16，就

孟山都转基因玉米 MON87419 用于食品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2016 年 3 月 22 日。 

    2015 年 8 月 15 日，孟山都公司向澳新食品标准局发布申请，请求将 MON87419 转基因玉米用于食品。该玉米品

种能抗两种除草剂麦草畏、草铵膦。 

    澳新食品标准局认为，经过安全性评估，未发现该作物品种具有公共健康与安全隐患，在现有数据基础之上，

MON87419 转基因玉米用于食品是安全的，安全性跟普通玉米品种无异。 

    原文链接：<http://www.foodstandards.gov.au/code/applications/documents/A1118-GM-CFS.pdf>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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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2016 年 1 月份美国 FDA 拒绝进口我

国食品情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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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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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成都 

Chengdu Jove 

Industrial Co., 

Ltd.  

蘑菇

产品 

含污秽的、腐烂

的、分解的或其它

不适合于食用的

物质 

2016-1-4 否 否 CIN 

2 
山东

青岛 

QINGDAO HonGFU FOOD 

CO.,LTD  
COD  

含污秽的、腐烂

的、分解的或其它

不适合于食用的

物质 

2016-1-4 是 否 
西雅

图 

3 天津 

TIANJIN JIANFENG 

NATURAL PRODUCT R&D 

CO., LTD.  

苹果 含农药 2016-1-5 否 否 纽约 

4 
广东

茂名 

Hailan Aquatic 

Products Co., Ltd. 

Dianbai 

罗非

鱼 
含兽药 2016-1-5 是 否 

洛杉

矶 

5 
广西

梧州 

Guangxi Wuzhou 

Foreign Trade Co  

谷物

制品 

疑含三聚氰胺；含

有毒有害物质；不

适于食用 

2016-1-5 否 否 纽约 

6 
广西

梧州 

Guangxi Wuzhou 

Foreign Trade Co  

黄豆

粉 

疑含三聚氰胺；含

有毒有害物质；不

适于食用 

2016-1-5 否 否 纽约 

7 
辽宁

大连 

DALIAN TAILIAN 

FOODS CO., LTD.  
COD 

疑含三聚氰胺；含

有毒有害物质；不

适于食用 

2016-1-8 是 否 
西雅

图 

8 
辽宁

大连 

DALIAN TAILIAN 

FOODS CO., LTD.  
COD 

疑含三聚氰胺；含

有毒有害物质；不

适于食用 

2016-1-8 否 否 
西雅

图 

9 
浙江

海宁 

Zhejiang 

Jiangyuantang 

Biotechnology Co., 

LTD  

营养

补充

剂 

违反良好包装与

标签法 
2016-1-8 否 否 费城 

 
    更多内容详见：2016 年 1 月份美国 FDA 拒绝进口我国食品情况（1 月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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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 5-6 周） 
日前，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发布了 2016 年第 5～6 周通报，共 109 项。其中，针对中

国输欧产品 7 项（不包括对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通报），占同期欧盟通报总数的 6.4%。其中，拒绝进口通报 6
项，信息通报 1 项，无预警通报。现将 RASFF 对华通报摘译如下： 

表 1  欧盟 RAS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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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采取措

施 

2016/02/02 意大利 木制厨具 2016.AFE 
物质迁移：锰迁移

（0.6mg/kg - ppm） 

尚未投放市

场/海关封存 

2016/02/08 比利时 绿茶 2016.AFV 

农药残留：未经批准的

蒽醌类物质

（0.047mg/kg - ppm） 

尚未投放市

场/拒绝进口 

2016/02/09 捷克 带壳花生 2016.AGL 

含有霉菌毒素：黄曲霉

毒素（B1=11.4、

Tot.=12.21µg/kg-ppb） 

尚未投放市

场/拒绝进口 

2016/02/09 意大利 钢具 2016.AGI 

物质迁移：铬迁移

（7.1mg/l ）、锰迁移

（0.2mg/l ） 

尚未投放市

场/销毁 

2016/02/10 西班牙 去壳花生 2016.AGO 

含有霉菌毒素：黄曲霉

毒素（B1=4.9、

Tot.=9.2µg/kg-ppb） 

尚未投放市

场/拒绝进口 

2016/02/11 西班牙 去壳花生 2016.AGY 
掺假/欺诈：卫生证书有

问题 

尚未投放市

场/拒绝进口 

表 2  欧盟 RASFF 对华信息通报 

通报时间 通报国 通报产品 编号 通报原因 
状态/采取措

施 

2016/02/01 德国 竹纤维沙拉碗 2016.0108 
物质迁移：甲醛迁移

（318mg/kg-ppm） 

销售限于通

报国/撤出市

场 

注：上述通报根据欧盟 RASFF 系统 2016 年 2 月 15 日发布的数据整理 
 
 

 

 

 

 

 

  
 

文章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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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研究称孕妇吃鱼过多 孩子出生后易

肥胖 
食品伙伴网讯    据外媒报道，《美国医学杂志-儿科》（JAMA Pediatrics）一项最新研究指出，孕妇怀孕期间一

周内吃超过 3 份的鱼，高出美国 FDA 推荐的最大摄入量，那么孩子快速生长甚至儿童期肥胖的可能性较大。 

    据报道，之前有研究认为，鱼体内的汞会对胎儿的神经、消化与免疫系统、眼、肾脏等构成伤害。鉴于此，美国

政府部门建议孕妇每周摄入不超过 3 份的鱼。 

    最近的研究还发现了孕妇过量摄入鱼类的另一个风险，鱼体内污染物会干扰胎儿激素系统发育，这会导致儿童期

肥胖。 

    这项研究由克里特大学（University of Crete）的查兹（Leda Chatzi）牵头，分析欧洲与美国超过 2 万 6000 名怀孕

妇女与他们的孩子的相关数据。 

    查兹称，孕妇不应拒绝鱼类，因为它们是蛋白质、维生素 D 与欧米伽 3 脂肪酸的一大来源，然而也不能过量摄

入，应该按照政府推荐的量摄入。孕妇每周应吃几种鱼，避免吃大型肉食性鱼类，例如鲨鱼、方头鱼、旗鱼及国王

鲭。 

    哈佛大学博士艾米丽.奥肯认为，尽管汞会导致其他发育问题，鱼体内的汞与肥胖无关联，造成儿童肥胖的可能

因素为农药或其他污染物。鱼是健康饮食的一部分，孕妇不应过分担忧风险。 

    原文链接：<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pregnancy-fish-diet-idUSKCN0VO226>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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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美国研究发现多吃花椰菜有助减缓

乳癌细胞成长 
   中新网 2 月 15 日电 据外媒 15 日报道，美国一项研究发现，多吃花椰菜有助减缓乳癌细胞的成长，尤其是在发

病初期。 

  
    俄勒冈州立大学及俄勒冈卫生与科学大学联合进行的研究显示，花椰菜（也称“西兰花”）和其他十字花科蔬含

有萝卜硫素（sulforaphane），这是一种能预防癌细胞生长的植物性化学成分，而此成分也能减缓癌细胞扩散。 

  
    科研人员向 54 名乳房 X 光出现异常的妇女分发含有萝卜硫素的安慰剂或营养片剂，每一片安慰剂或营养片剂所

含的萝卜硫素成分相等于一天一杯的花椰菜芽分量。 

  
    俄勒冈卫生与科学大学教授何艾米莉说：“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癌细胞标记物明显下降，这意味着这些成分有

助减缓癌细胞增长。这个结果令人感到鼓舞。一直以来，人们以为饮食只能够预防癌症，但这项研究显示，饮食也

能够减缓肿瘤的生长。” 

  
    先前的研究显示，女性多食用花椰菜、菜花、卷心菜等十字花科蔬，可以减少患上乳癌的风险。这是因为萝卜

硫素可以抑制组蛋白脱乙酰酶（histone decetylase，HDAC），从而促进原本在癌细胞内不会出现的肿瘤抑制基因的

增长。 
  
    这项刊登在《预防癌症研究》刊物中的研究结果也指出，女性摄取萝卜硫素后，不但癌细胞增长减缓，就连组

蛋白脱乙酰酶活性也减少。 
  
    何艾米莉认为，日后人们可以将萝卜硫素当作传统癌症治疗法的一部分。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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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研究发现绿色蔬菜成宝藏 所含SQ糖

为人体必需 
    墨尔本与英国的研究人员近日公布的一项联合研究发现，与水果相似，菠菜、甘蓝等绿叶蔬菜同样含有糖分，但

这种糖分很特殊，是一种名为 sulfoquinovose（简称 SQ 糖）的糖分。绿叶蔬菜在经过光合作用后可产生此类糖分，

而且这种糖分很容易被肠道吸收，经由肠道菌转化为能量，为人体生命活动提供了保障。 

    此外，研究还发现，植物越绿，所含的 SQ 糖就越多。不过，参与此次研究的墨尔本研究人员博耶（Ethan Goddard 
Borger）表示，SQ 糖对于人体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可提供能量，它还是肠道有益菌，如大肠杆菌（ E. coli）等维持生

命所必需的物质。因此，除了补充维生素外，人们又多了一个多吃绿叶蔬菜的理由，那就是摄取 SQ 糖。 
  

 

 

 

 

 

 

 

 

 

 

 

 

 

 
 
 
  
 
 
 

文章来源：澳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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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研究发现有机肉乳含有较多的

Omega-3 脂肪酸 更有益健康 
   食品伙伴网讯   据外媒报道，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有机和非有机食品当中对人体有益的 Omega-3 脂肪酸含量存在

较大差异，有机牛奶与肉类中 Omega-3 脂肪酸含量，比传统非有机的肉乳类产品高出 50%。 

    早先已有研究证实，Omega-3 可降低心血管疾病、增进神经系统发育以及增强免疫力。 

    英国纽卡索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教授雷菲特（Carlo Leifert）牵头的研究团队审查了近 200 份关于牛奶、

67 份关于肉类的研究报告。 

    研究人员席尔（Chris Seal）表示，欧洲饮食当中这些脂肪酸的摄取量太低，欧盟食品安全局建议增加现有的摄取

量。研究指出，选择有机产品在某方面来说，可以增加这些重要营养成分的吸收。 

    报道称，多数人选择有机品的理由是：动物福利、环境以及健康。 

    雷菲特在声明中指出，但很少人知道营养价值大大不同。 

    然而，未参与研究的科学家则表示，对健康的助益很微小。他们认为，较高的 Omega-3 含量和食品是否有机并没

有直接关联。 

    英国瑞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吉文斯（Ian Givens）称，两者的差异在于饲料的选择，这同有机养殖方法

无关。有机饲养的动物通常吃草。 

    伦敦国王学院教授汤姆。桑德斯（Tom Sanders）认为，含油较多的鱼与鸡蛋是更重要的 Omega-3 脂肪酸来源。 

    报道还指出，由于生产普通乳品的奶牛摄取含碘饲料，有机奶当中碘的含量较少，如果消费者选择有机奶，那么

需从其他饮食当中摄取碘。 

    尽管有机食品当中的农药或者其他化学物质可能较少，营养成分也许存在差异，部分营养学家并不认为有机食品

具有更多的健康优势。 

    原文链接：<http://www.afp.com/en/news/organic-milk-meat-richer-omega-3-study>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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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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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中韩、中日互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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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客户续约率达 100%。 

 

·优势一、团队的多元化 

我司与普通翻译公司最大的区别：食品人才+英语人才=食品翻译中心 

我司翻译团队由英语专业和相关的食品专业人才构成，且两专业人才一对一：互译、互校，以团队的多元化保

证译文质量。 

 

·优势二、翻译的专业化 

英语专业人才保证译文的准确性，食品行业人才保证译文的专业性，杜绝断章取义及不明所以的翻译，我司校

对及终审译员均有丰富的实验背景，保证译文的专业性，此为 100%续约率的根本保证。 

 

·优势三、流程的正规化 

每份稿件均按照“ 接稿 ”→“ 初译”→“ 校对 ”→“ 定稿 ”→“ 交稿 ”→“ 客户反馈 ”程序进行。 

其中的“初译”→“校对”→“定稿”三个步骤由不同的专业翻译人员进行，并在每个步骤实施严格的质量控制，

以保证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我们随时期待与您的合作，合作之前可试译，亦可商榷单次合作、月合作、季度合作及年合作，希望以最专业

的译文维护与您的长期合作关系，请联系： 

翻译业务专员：刘女士 

座机：0535-2126613 

QQ：858875285 

E-mail：trans.foodmate@qq.com 或 trans@foodmate.net 

食品商城店铺：食品翻译中心，http://mall.foodmate.net/store-10.html 

 
 
 
 

食品伙伴网翻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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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伙伴网创建于 2001 年，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食品技术网站。依托于网站本身的行业

优势以及合作伙伴的支持，食品伙伴网开展「企业定向信息情报服务」，包括食品安全信息监控、标准法规管理咨询、

竞争产品数据库、危害物基础信息及限量数据库以及专业翻译等项目，目前已与卫计委、食药监和工商等监管机构

以及多家大型食品企业、跨国公司开展合作。 

服务一、食品安全信息与舆情监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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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信息、

重大突发食品安全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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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品标签评审管理系统、食品标签合规性分析与管理平台、 食品抽检信息预警分析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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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四、标准法规管理咨询服务 

根据客户需求，为客户定制开发标准法规管理系统，帮助客户管理产品相关的标准法规信息，同时根据客户需

求提供标准法规的管理咨询，如标准法规比对分析、产品合规性分析等服务。 

 

资源优势：食品伙伴网与国家食药监总局、质检总局和认监委等政府部门，以及行业组织和大专院校建立了广

泛和密切的联系，每天与在食品产业链上的上万名注册会员在线互动交流，拥有广泛的信息来源，依托先进和强大

的网络查索技术，我们能及时捕捉到食品安全质量领域最新的信息和动态。 
 
专业优势：我们不仅拥有专业的 IT 技术团队，还有由 30 多人组成的，拥有优良专业素质的资讯服务团队，其

成员 90%以上拥有食品专业教育背景，80%以上拥有食品专业硕士学位，业务技术主管拥有多年的食品生产和检验

工作经验，其中一人拥有高级工程师职称。 
 
经验优势：我们从 2001 年开始在线提供食品安全质量资讯服务，从 2009 年开始为国内外著名食品企业提供食

品安全质量资讯定制服务，在定制服务方面，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客户满意度超过 98%。 

业务垂询：刘涛  电话：0535-2129301  传真：0535-2129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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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组团参展会展信息：  
4 月 15-17 日   呼和浩特  第十二届内蒙古食品博览会 
4 月 15-17 日   呼和浩特  第十三届内蒙古食品加工与包装机械展览会 
5 月 6-8 日     潍坊       山东（潍坊）国际食品博览会暨糖酒商品交易会 
5 月 6-8 日     潍坊      2016 第 12 届中国潍坊食品加工和包装设备展 
5 月 6-8 日     潍坊      2016 第 12 届中国潍坊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博览会 
6 月 3-6 日     烟台       2016 第十一届东亚国际食品交易博览会 
8 月 25-27 日   青岛       2016 第十三届中国（青岛）国际食品加工机械和包装设备展 
8 月 25-27 日   青岛       2016 第 13 届中国青岛国际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展 
 
会议论坛： 
3 月 16-18 日    韩国      第七届国际工业酶与生物催化大会 
3 月 16-18 日    韩国      第九届再生医学和干细胞大会 
3 月 16-18 日    韩国      2016 第九届国际工业生物技术大会 
4 月 7-8 日      南京      CBIFS2016 第九届中国国际食品安全技术论坛 
4 月 25-28 日    大连      第九届国际蛋白质和多肽大会暨展览会 
4 月 25-28 日    大连      第六届国际分子与细胞生物学大会 
4 月 25-28 日    大连      第八届国际抗体大会 
4 月 25-28 日    大连       首届中国大连国际遗传学大会 
4 月 25-28 日    大连      2016 第八届世界疫苗大会 
6 月 6-8 日      重庆      2016 第五届国际新材料大会 
6 月 16-18 日    韩国      2016 第十四届国际新药发明科技年会 
6 月 30-7 月 3 日 韩国      2016 韩国低碳绿色发展地球峰 
6 月 30-7 月 3 日 韩国       2016 第七届全球催化科技大会（GCC-2016） 
 
2016 年展会预告： 
3 月 2-4 日        广州       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包装工业展（Sino-Pack2016） 
3 月 16-18 日      上海       2016 上海国际早餐食品与加工机械及连锁加盟展览会 
3 月 20-22 日      上海       2016 第三届中国高端牛羊肉展览会 
3 月 23-25 日      上海       第二十届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展览会 
3 月 24-26 日      成都       第 94 届全国糖酒会商品交易会 
3 月 26-28 日     呼和浩特    第十届中国（内蒙古）国际乳业博览会 
3 月 28-3 月 3 日   武汉       2016 第四届中国食材电商节 
4 月 9-10 日      石家庄      2016 第 21 届华北春季糖酒副食交易会 
4 月 8-10 日       合肥       2016 中国合肥国际烘焙展览会 
4 月 8-9 日        徐州       2016 第十届全国鸭鹅产业大会 
4 月 11-13 日      义乌       2016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 
4 月 14-16 日      北京       世博威.2016 第 8 届中国国际高端饮用水产业北京博览会 
4 月 14-16 日      北京       2016 中国国际高端健康食用油暨橄榄油博览会 
4 月 15-17 日      济南        2016 年第 6 届（济南）国际烘焙展览会 
4 月 15-17 日      武汉       第五届中国(武汉)国际焙烤展览会 
4 月 15-17 日      合肥       2016 第十届中国坚果炒货食品暨原料配料设备包装展览会 
4 月 19-21 日      北京       2016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烘焙展览会 
4 月 22-24 日      郑州       2016 第十七届中国（郑州）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4 月 22-24 日     哈尔滨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奶业展览会暨高层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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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6-28 日      兴福       2016 第四届中国厨都酒店用品展览会 
5 月 1-3 日        厦门       第 2 届中国（厦门）国际婴童产业博览会 
5 月 5-7 日        济南       2016 第四届中国（济南）营养健康绿色有机食品博览会 
5 月 6-8 日        北京       第五届北京国际进口食品博览会 
5 月 5-7 日        上海       2016 第十六届中国上海国际包装和食品加工技术展 
5 月 5-9 日        大连        第六届大连国际食品博览会 
5 月 8-10 日       徐州       2016 中国东部（徐州）国际糖酒食品交易 
5 月 11-14 日      上海       2016 第 19 届中国国际焙烤展 
5 月 16-18 日      漯河        2016 第十四届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 
5 月 17-19 日      西安       第十七届西安国际酒店设备及用品展览会 
5 月 18-22 日      福州       2016 年中国（福州）国际食品展览会 
5 月 20-22 日      广州       2016 中国(广州）酒店餐饮业供应商博览会 
5 月 20-22 日      广州        Interwine China 2016 中国（广州）国际名酒展-春季展 
5 月 20-22 日      郑州       2016 中国郑州欧亚国际冷冻冷藏食品展览会 
5 月 21-23 日      广州       2016 长春第六届特许连锁加盟展 
5 月 21-23 日     乌鲁木齐    2016 亚欧（新疆）农产品加工技术博览会 
5 月 22-24 日      北京       中国国际科学仪器及实验室装备展览会（CISILE） 
6 月 3-5 日        郑州       2016 第九届中国郑州烘焙展览会 
6 月 3-5 日        福州       2016 第十一届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 
6 月 4-6 日        长沙       2016 第十二届中部（湖南）糖酒食品交易会 
6 月 11-13 日      成都       2016 第五届中国（成都）餐饮供应链展览会 
6 月 14-16 日      上海       2016 第 11 届中国食品包装与加工设备展览会 
6 月 15-17 日      北京       2016 第六届中国国际保健养生食品展览会 
6 月 21-23 日      上海       2016 上海食品加工技术与装备展（Expo FoodTec） 
6 月 23-26 日      青岛       2016 青岛进口名品展 
6 月 24-27 日      杭州       2016 中国餐饮食材（杭州）博览会 
6 月 29-7 月 1 日   广州       2016 第 16 届广州国际食品展览会暨广州进口食品展览会 
7 月 8-10 日       北京       第四届中国国际咖啡展览会 
7 月 13-15 日      上海       第二十二届 2016 上海国际加工包装展览会 
8 月 12-14 日      西安       第十一届西安科博会科教仪器及实验室装备展 
8 月 25-27 日      上海       2016 中国食材博览会 
8 月 26-28 日      广州       2016 年中国(广州)国际渔业博览会 
9 月 2-4 日        宁波       2016 中国糖果零食展 
9 月 7-9 日        上海       2016 第四届上海国际生物发酵产品与技术装备展览会 
9 月 9-11 日       广州       HCI 2016 第七届中国（广州）国际保健食品及营养品展 
9 月 22-24 日      沈阳       2016 年第 7 届东北亚（沈阳）国际烘焙展览会 
9 月 23-25 日      广州       2016 年第 33 届广州特许连锁加盟展览会 
10 月 19-21 日     上海       2016 年中国国际婴童用品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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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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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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海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培养基 

南京世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添加剂配料 

广州市默菲仪器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曲阜圣泰机械有限公司——食品包装 

梁山县一诺油脂化工设备购销部——二手烘干机 

北京智云达科技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济南德伦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食品机械 

西安天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植物提取物 

安徽信远包装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部——包装机械 

上海一擎电气有限公司——食品机械 

济南鼎润机械设备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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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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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培训信息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与防护专题培训(2016-01-14 至 2016-01-15) 
中央厨房设计建设暨运营管理研修班—深圳(2016-01-16 至 2016-01-17) 
第 39 期食品微生物检验实际操作学习班—杭州(2016-03-26 至 2016-03-30) 
第 40 期食品微生物检验实际操作学习班—烟台(2016-04-16 至 2016-04-20) 
第 41 期食品微生物检验实际操作学习班—广州(2016-05-14 至 2016-05-18) 
第 42 期食品微生物检验实际操作学习班—南京(2016-06-18 至 2016-06-22) 
酿造技术与品评交流培训班（春季）(2016-06-15 至 2016-06-16) 
 
相关培训机构及培训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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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安信（北京）食品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商会科会议服务中心 
 
2016 年 2 月份培训信息 
FSSC22000 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内审员培训(3 天)--深圳班(2016-02-22 至 2016-02-24) 
BRC-food（第七版）转版培训-漳州班（特惠）(2016-02-26 至 2016-02-26) 
食品行业供应商审核培训-深圳(2016-02-25 至 2016-02-26) 
国内外食品接触材料卫生标准培训（2 天）--厦门(2016-02-25 至 2016-02-26) 
 
2016 年 3 月份培训信息 
BRC-IoP 包装及包装材料全球标准(第五版)内审员培训--深圳(2016-03-03 至 2016-03-04) 
食品行业”良好生产规范”GMP 标准及实施(2 天)--广州班(2016-03-07 至 2016-03-08) 
IPM 综合虫害控制管理培训（2 天）--青岛班(2016-03-10 至 2016-03-11) 
GMP+饲料行业的良好操作规范标准培训(2 天)--青岛(2016-03-15 至 2016-03-16) 
食品营养标签要求及相应法规(2 天)--青岛班(2016-03-22 至 2016-03-23) 
Global GAP 良好农业操作规范内审员培训（2 天）--青岛班(2016-03-24 至 2016-03-25) 
食品行业供应商审核培训-青岛(2016-03-28 至 2016-03-29) 
HACCP 内审员培训课程(3 天）--青岛班(2016-03-30 至 2016-04-01) 
 
2016 年 4 月份培训信息 
感官评定培训(2 天) --青岛班(2016-04-14 至 2016-04-15) 
微生物实验室高级技术员培训（2 天）--青岛班(2016-04-19 至 2016-04-20) 
理化实验室仪器使用和检测培训（2 天）--青岛班(2016-04-21 至 2016-04-22) 
第 44 期食品微生物检验实际操作学习班（西安）(2016-04-16 至 2016-04-20) 
食品安全和质量管理体系整合内审员培训（ISO9001&HACCP&ISO22000 三体系） (4 天)--青岛(2016-04-27 至 
2016-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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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份培训信息 
实验室管理体系 ISO 17025 培训(2 天）--青岛班(2016-05-16 至 2016-05-17) 
食品行业供应商管理培训-青岛(2016-05-23 至 2016-05-24) 
FSSC22000 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内审员培训(3 天)--青岛班(2016-05-25 至 2016-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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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30 至 2016-05-31) 
 
2016 年 6 月份培训信息 
GMP+标准及内审员培训(2 天）--青岛班(2016-06-02 至 2016-06-03) 
IPM 综合虫害控制管理培训（2 天）--青岛班(2016-06-14 至 2016-06-15) 
酿造技术与品评交流培训班（春季）(2016-06-15 至 2016-06-16) 
虫害控制 8 要素--青岛(2016-06-22 至 2016-06-22) 
食品行业供应商审核培训-青岛(2016-06-27 至 2016-06-28) 
HACCP 内审员培训课程(3 天）--青岛班(2016-06-29 至 2016-07-01) 
 
2016 年 7 月份培训信息 
食品营养标签要求及相应法规(2 天)--青岛班(2016-07-07 至 2016-07-08) 
食品行业供应商管理培训-青岛(2016-07-14 至 2016-07-15) 
常用感官分析方法介绍及实践操作讨论(2 天)--青岛班(2016-07-18 至 2016-07-19)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内审员培训 (3 天)--青岛班(2016-07-20 至 2016-07-22) 
 
2016 年 8 月份培训信息 
微生物实验室高级技术员培训（2 天）--青岛班(2016-08-02 至 2016-08-03) 
实验室 GLP 管理体系(2 天)--青岛班(2016-08-08 至 2016-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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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08 至 2016-08-09) 
FSSC22000 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内审员培训(3 天)--青岛班(2016-08-10 至 2016-08-12) 
 
2016 年 9 月份培训信息 
IFS 内审员培训（2 天）--青岛班(2016-09-01 至 2016-09-02) 
SQF 优质安全的食品标准培训课程(2 天）--青岛班(2016-09-06 至 2016-09-07) 
实验室管理体系 ISO 17025 培训(2 天）--青岛班(2016-09-08 至 2016-09-09) 
IP 非转基因供应链管理体系培训(2 天）--青岛班(2016-09-20 至 2016-09-21) 
食品安全和质量管理体系整合内审员培训（ISO9001&HACCP&ISO22000 三体系） (4 天)--青岛(2016-09-27 至 
2016-09-30) 
 
2016 年 10 月份培训信息 
常用感官分析方法介绍及实践操作讨论(2 天)--青岛班(2016-10-18 至 2016-10-19) 
IPM 综合虫害控制管理培训（2 天）--青岛班(2016-10-20 至 2016-10-21) 
GMP+标准及内审员培训(2 天）--青岛班(2016-10-24 至 2016-10-25) 
HACCP 内审员培训课程(3 天）--青岛班(2016-10-26 至 2016-10-28) 
 
2016 年 11 月份培训信息 
实验室 GLP 管理体系(2 天)--青岛班(2016-11-17 至 2016-11-18) 
食品营养标签要求及相应法规(2 天)--青岛班(2016-11-24 至 2016-11-25) 
FSSC22000 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内审员培训(3 天)--青岛班(2016-11-30 至 2016-12-02) 
 
2016 年 11 月份培训信息 
实验室管理体系 ISO 17025 培训(2 天）--青岛班(2016-12-01 至 2016-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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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实验室仪器使用和检测培训（2 天）--青岛班(2016-12-06 至 2016-12-07) 
微生物实验室高级技术员培训（2 天）--青岛班(2016-12-08 至 2016-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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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13 至 2016-12-14) 
良好农业规范内审员培训 (2 天）--青岛班(2016-12-15 至 2016-12-16) 
食品行业供应商审核培训-青岛(2016-12-20 至 2016-12-21) 
食品安全和质量管理体系整合内审员培训（ISO9001&HACCP&ISO22000 三体系） (4 天)--青岛(2016-12-27 至 
201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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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人才中心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食品行业产业链内人才的需求和供给，始终追求实现企业职位和求职者高

效精准的匹配，以解决互联网招聘时代面对信息海量增长而陷入求职和招聘低效的困局，现已成为食品行业招聘单

位和个人最值得信赖的人力资源服务平台。为食品企业及从业者提供企业招聘、RPO、专业猎头、个人求职、人才

测评、行业招聘会及相关服务的食品人才网站，满足企业对人才的储备和需求，提升企业和个人竞争力。 

合作企业享受的服务： 

★ 可以免费通过平台发布相应的职位 
★ 搜索求职者简历并下载满意的简历 
★ 接收求职意向、在线通知面试、足不出户网罗人才 
★ 尽情享受网上招聘事务管理系统，实现在线管理功能 
★ 专业的招聘顾问将随时为您提供高效、优质、标准化的服务 
★ 多渠道宣传：网站广告、招聘会、论坛、网刊、微博、微信等 

我们的优势： 

1. 食品行业最权威的平台+互联网行业背景+食品行业专业人才 
2. 人力资源行业咨询服务+人力资源专业工具+人力资源专业人才 

食品人才猎头服务，食品人才中心主要业务，旨在帮助客户招聘到最匹配的优秀中高管。是食品伙伴网专业的

服务团队，由一批从事多年猎头和食品行业的专业人士组成。良好的高等教育，深谙中西方企业文化差异，熟悉食

品行业特点，精通人力资源相关服务，凭借丰富的猎头经验，精准的行业把控，专业的服务技巧，为客户提供"真
诚、迅捷、准确的个性化深度服务"。 迄今为止，已成功为众多跨国公司、高科技企业和境内上市公司猎取了精英

人才。  

 

 

食品伙伴网食品人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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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招聘会 

2016全国首届肉制品网络专场招聘会 

预订时间：2016 年 1 月 1 日-2 月 1 日 
举办时间：2016 年 1 月 16 日-3 月 16 日 
主办单位：食品伙伴网食品人才中心（http://job.foodmate.net） 
参展企业：面向全国肉制品行业企业（全国及省市地区知名企业） 
职位数量：参展企业职位数量 3-10 个（含有面向应届毕业生招聘职位） 
其他要求：为保证招聘职位的真实性，参展企业注册成为企业会员后自行发布职位 
参展费用：免费 

2016全国乳制品行业网络招聘会 

预订时间：2016 年 1 月 26 日—3 月 31 日 
主办单位：食品伙伴网食品人才中心（http://job.foodmate.net） 
参展企业：面向全国乳制品行业企业（全国及省市地区知名企业） 
参展名额：60 家企业 
收费标准：免费 
职位数量：参展企业职位数量 3-12 个（含有面向应届毕业生招聘职位） 
其他要求：为保证招聘职位的真实性，参展企业注册成为企业会员后自行发布职位。 
企业合作：0535-2126583  佳佳 13370944980  美君 
客服电话：0535-6730782  Karry QQ：314671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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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食品人才中心为你推荐的优秀企业招聘信息 
宏芳香料（昆山）有限公司   急聘  应用研究员、研发助理、业务员（北京、河南、广州）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测试评价中心  急聘 技术工程师 
烟台富美特食品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招聘：信息业务主管 
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  急聘 质量控制经理  质量体系经理  质量保证总监   
天津万里香食品有限公司 急聘 肉制品食品研发工程师 质检员 
北京施博林格技术有限公司 急聘  市场销售 
 
推荐猎头岗位 
合规部经理          国内知名国际物流企业  年薪 20-30W   工作地点 上海 
政策与公共关系经理  国内知名上市食品行业  年薪 10-20W   工作地点 北京 青岛 
销售经理            国内知名食品行业互联网公司  年薪 10-15W  工作地点 青岛 
KA 大客户经理       国内知名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年薪 30-35W  工作地点 上海 
政府公关经理        韩国的一家大型跨国企业      年薪 20-40w  工作地点 北京 
 
食品人才推荐： 
陈女士 
40 岁  编号：7617   简历更新：2016-02-17 
居住地：  江苏南通市 期望工作城市：南通及附近省市 
毕业院校：  江南大学 
专业技能：  BRC 内审员 HACCP 内审员 工作经验：  12 年 
求职意向期望职位：烘焙企业 质量/品管/QC 
待遇要求： 10000 元/月以上 
工作经历： 2009.12-至今  某外商独资食品公司  品管部经理 
薪酬状况：8000 元/月 所在部门：品管部 
汇报对象：厂长 下属人数：8 人 
工作职责： 
 1.l  负责食品安全管理体系（ISO22000、BRC）文件、记录的管理及完善 
制定质量目标并分解到部门。组织内审、管理评审,不合格品评估，验证产品的可追溯性，确保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运

行的充分性和有效性； 
l  负责原辅料及产品规格书、产品检测计划及产品检测标准的制定； 
l  参与新产品研发，技术资料的确认。改善产品工艺，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l  负责包装设计的审核，国内国外法律法规的了解和更新； 
l  协助采购部进行供应商的审核，同时对满足要求的供应商每年进行现场评估，出具评估报告； 
l  协同商务部进行客户满意度调查，对客户的反馈进行整理、分析，进行质量改进，以满足客户需求。 
l  分析、记录生产部门的客户投诉，并与之合作解决及进行趋势分析； 
l  负责对公司各级管理人员、关键岗位员工进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食品安全 管理体系、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的培

训；对品管和生产一线全体人员进行卫生规范、工艺纪律、质量管理技能等方面的培训，以提高公司全员的食品安

全质量。GMP、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执行情况的检查，制定纠正行动计划和改进措施并监督实施； 
l  管理品管部的日常工作，控制运作成本； 
l  与总部质量部沟通，参与国外客户的问卷调查； 
l  与政府部门的联络、沟通，及时了解相关食品安全卫生的法律法规、焦点事件、国内外标准等最新信息。 
l  负责与相关质量认证机构、检测机构的联络、沟通，负责第三方、第二方评审、相关证照评审。 
工作业绩： 
公司通过 ISO22000 体系认证 
组织各部门编写 BRC 文件，通过认证 
2006.01-2009.12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南通崇川商场   现场营运支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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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3-2009.12 现场营运部     
下属人数：13 人 
工作职责： 
1、负责现场营运部的行政工作，管理商业活动按计划进行；2、跟踪数据，分析核心客户数据，为现场营运经理及

客户经理提供数据支持；3、负责总部活动的数据跟踪及反馈；4、负责公司客户资料的正确；5、负责对电话营销

员及业务员进行拜访流程、营销策略、数据分析等方面培训。 
2001.07-2006.01  富士美食品有限公司 品管部部长 
 
陈先生 
35 岁  编号：9848   简历更新：2016-02-17 
居住地：  湖北宜昌市 期望工作城市：宜昌及周边 
意向：  快消品 研发质量管理 工作经验：  9 年 
工作经历：  
2015 /10--2016 /2： 湖北省某食品有限公司 
质量部      质量部经理      
公司筹建，负责并完成公司生产许可证申办，质量及研发部门建设及团队管理。  
2013 /5--2015 /10： 宜昌格林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技术部、总经办      技术部经理兼总经办主任      
负责公司产品质量管理及新产品开发。 
具体负责公司农业资金项目申报、专利申请、校企合作、项目调研及有机认证等工作的开展。 协助总经理进行日

常行政管理：人员招聘、制度建设、各项工作进度跟进、考核等。 
 
练女士 
31 岁  编号：5450   简历更新：2016-02-17 
期望工作城市：广东深圳 
工作经验：  10 年  求职意向期望职位：快消品 质量/品管/QC 
工作经历: 
2003/12-2004/11 共鳞(深圳)有限公司   [合资]   品管部 担任 QC\化验  负责出厂，入库的产品质量检查;处理各类

质量信息;订新产品检验标准等相关工作。 
2004/12-2005/12 中粮大昌食品有限公司   [国营]  负责品质 检验所有原\辅料的质量检查;防止不合格品上线生产;
处理相关不良品的 QC 反馈报告,相关检查记录.因企业搬迁离职。 
2005/12-2012/7 深圳大丰香化香料有限公司   [日资] 职位为 Laboratory Technician  所有进出口原材料的检验（主

要有理化和微生物两大类），入库，留样．分析产品出检验报告．出厂前检验．化验室仪器的维护与保养，工厂环

境的管理．工厂员工与设备的消毒管理．产品送检及管理所有产品检验报告．管理所有的记录和结果评估．另，有

申办生产许可证的经验． 
2013/2-2015/12 深圳市某知名实业有限公司   [ 民营公司] 任品质经理  建立品质部门软、硬件全套。日常事务：

对内有公司产品定位，建立技术文件、内控标准、工艺改善等，对外 QS 办证、客户验厂、、对接监管部门、客户投

诉处理等。 
 
程先生 
39 岁  编号：9840   简历更新：2016-02-17 
居住地：  江苏盐城市  期望工作城市：上海、浙江、江苏 
专业技能：  工艺发酵、酿造工艺、方便面制造、饮料制造、糖果、麦精 
工作经验：  19 年 
求职意向期望职位：厂长/副厂长/车间主任 
期望行业：快消品 
待遇要求： 10000 元/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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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历： 2014 /5--至今： 上海某上市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职位名称： 供应链总监 
2006 /3--2014 /5： 上海日清食品有限公司 （150-500 人、外资(非欧美)） [ 8 年 2 个月] 
职位名称： 生产部经理  
2003 /7--2006 /3： 上海鑫矗食品有限公司 （50-150 人、民营公司） [ 2 年 8 个月] 
职位名称： 生产部经理 
负责公司生产部日常工作的安排，人员的调配。 
 
宋先生 
42 岁  简历更新：2016-02-17 
目前所在地：唐山市 
期望工作地点：河北/北京/天津  
工作经验：15 年  
工作能力及特长： 
1、 熟悉饮料的生产加工工艺，质量管理，有无菌冷灌装、热灌装的生产经验； 
2、 有 ISO9001 和 ISO22000 的建立、管理和认证工作经验； 
3、 在工作中积累了一定的团队管理经验，善于激发员工的积极性，能够根据员工的不同特点进行管理，善于打造

学习型的团队； 
4、 熟悉客诉流程，善于与客户沟通； 
5、 熟悉饮料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的技术标准； 
6、 熟悉与政府质量职能部门的沟通； 
7、 工作认真、负责，能承受较大压力，能吃苦。 
 
食品人才中心热评资讯 
食品人才中心开启“校园大使”招募计划！ 
2016 饮料行业九大发展趋势，食品人必看！ 
一年之计在于春，看蒙牛、伊利、康师傅等大佬在 2016 年的新动作？ 
如何跳槽，才能让自己的薪资翻倍？ 
最新猎头职位-高薪莫错过 
 
微信最赞 

职等你来—食品人才中心最新招聘信息推荐 
2016 全国乳制品行业网络招聘会火爆预订中~ 
年终挽留离职员工的终极绝招！ 
如何跳槽，才能让自己的薪资翻倍？ 
该不该辞职？一张图帮你分析 
 

 

扫一扫 
关注食品人才中心公众号 
食品人才 
电话：0535-6730782 
邮箱：job@foodmate.net 
QQ： 907514428  1967157000 
     3123472134 

47 

http://job.foodmate.net/job/resume.php?itemid=9846
http://job.foodmate.net/announce/13.htm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MwMDk4Mg==&mid=401794625&idx=3&sn=8bbfdecd06560c0cffba376f13ed9069%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MwMDk4Mg==&mid=401788198&idx=3&sn=86a2a33578568a1de34c1f44bb13da84%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MwMDk4Mg==&mid=401782869&idx=1&sn=81b61f0e8be26473d171682373cbd42f%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MwMDk4Mg==&mid=401813214&idx=3&sn=36bccd5c505cb79874d461d1960af1db%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MwMDk4Mg==&mid=401736530&idx=1&sn=d7cb3d88c7612caaf0798368a527f358%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MwMDk4Mg==&mid=401747884&idx=1&sn=efe66c07770168b95504248a0fafd658%23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TMwMDk4Mg==&mid=401752412&idx=3&sn=bdd9aad6160033b24bfe8290cf16f709%23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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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商城（mall.foodmate.net）是以食品伙伴网为依托的食品产业链内部商城，是由食品伙伴网主导开发的食

品行业生产物资在线采购平台，在线提供各种实验室仪器设备及耗材、车间工器具、防护用品、食品生产设备、食

品检测产品、食品原辅料、食品行业图书以及其他食品行业服务等，覆盖整个食品原料、生产、加工、检测等的食

品产业链内部，服务于化工、食品、农业、商检、质检、卫生防疫以及高校、研究单位等各行各业客户。 

食品商城致力于打造一个食品行业各种物资的专业在线采购平台，利用多年来的电子商务运营经验以及积累的

优质采购渠道，为每一位来访者提供丰富的产品、专业的咨询、便捷的采购，节省采购时间，使客户采购到更多质

优价廉的产品。 

食品商城的产品： 

 实验室仪器及耗材 

 食品安全检测产品 

 车间清洁用品和防护用品 

 食品原辅料 

 行业服务 

正品保证，在售产品均为正规渠道引进合法缴税，有着完善的保修、退货与售后服务，可提供制造厂商信息、

技术性能指标以及必要的资质等。支持在线支付宝支付和银行转账，所有产品均可提供正规发票，售后无忧。 

商家加盟条件： 

1. 产品质量优良，生产商有严格的产品质量控制体系； 

2. 厂家有完善的售后服务系统，能为最终用户提供及时、优良的售后服务； 

3. 产品需满足国家各种强制认证、规定及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3C 认证、产品标识等）； 

4. 能提供有效的公司证件（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以及必要的资质； 

5. 具备一般纳税人资格，对于所有供应的产品，均能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且发票内容与实际采购货物一致。 

6. 代理商需能提供所代理产品的有效品牌授权文件，厂家需能提供所生产产品的商标注册文件等 

联系方式： 

电话：0535-2129198          QQ：859605577 

邮箱：mall@foodmate.net     859605577@qq.com  

网址：http://mall.foodmate.net 

食品伙伴网食品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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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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2286875 
 
Email ：global@foodmate.com 
 

    联系电话：0535-2129198 

 

食品伙伴网国际站 Global Food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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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公告帖： 
食品论坛 2015 年度十佳新人评选活动（三）结果公布与颂奖  
猪猪面馆 2016 年之 7：幸福路分店，想说爱你不容易  
【招聘】食品伙伴网招聘信息服务业务经理  
食品伙伴网行业相关微信公众号推荐 
 
本周求助帖： 
请教黄豆酱表面产生白斑问题解决方案  
高汤的保存期限是多少？  
急！请教各位大神，自己研究的配方  
祖上曾传一配方酱（类似牛肉酱），口味独特，怎么生产与销售啊？  
周黑鸭锁鲜装上有虫卵一样的东西  
茶叶包装盒和罐底有两个不同的 QS  
阿斯巴甜未标注含含苯丙氨酸，是否属于标签瑕疵  
检验员资格证如何考取，申报 QS 是否还需要？  
进口食品中文标签问题  
采购过期食品原料，怎么处罚啊？  
委托加工备案  
移动电话公司充值赠送食品，移动电话公司是否要办食品经营许可证  
一款代加工食品的标签上可以标两个委托商名称吗？  
请问食品安全标准除了有国家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还有没有其他的哪些标准啊？  
珊瑚草（海燕窝）能作为普通食品吗？  
如何定性：小作坊从邻县批发商购进无中文标签、无动物检验检疫合格证的进口牛肉  
食品上市流程  
食品试用装和赠品（非卖品）是否有需要遵循的法规  
SC 审查细则由谁制定  
关于食品厂内部审核  
企标不给备案了，保健品没有企标怎么做检测啊！  
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过程中所要求的标准评审问题  
食品名称问题  
求助，气温高时，配餐中心生产的馒头，配送到门店容易长毛，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生产日期如何确定？  
保健食品批文转让流程  
保健食品是否可以进行 OEM 加工？  
女孩子在香料工厂里工作对身体有影响吗  
老冰棍为何如此疏松  
速冻水饺需要添加那种添加剂  
酪蛋白酸钠是否算是乳制品  
油脂如何氧化？  

食品论坛热帖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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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foodmate.net/thread-912949-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912888-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912887-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912846-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912834-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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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foodmate.net/thread-913400-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913278-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913443-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913064-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913167-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912978-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913599-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913182-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913102-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913061-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913026-1-1.html


L-胱氨酸能否在食品中使用？  
酸价测定的问题  
微生物检测遇到的几个问题  
培养基干裂  
微生物培养  
新手咨询，培养基一般自配还是购买现成的？  
微生物培养室里可以放冰箱吗  
请教－高粘度的产品做大肠菌群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有人检测过吸管吗？样品该怎么处理？  
不同食品是否可以共用一张标签，通过打钩勾选识别？  
食品仓库怎样防黄鼠狼  
 
本周讨论帖： 
卫计委、食药监、质检总局相关复函汇总（二）  
“最好的食用体验”是否违反广告法  
关于要取缔校园周边的食品流动摊贩  
食品安全抽样实施细则（2016 年）  
组合包装上新旧生产许可证的变更  
关于生产许可证问题  
SC 细则应明确出厂检测项目和型式检测项目  
食品安全监督抽查不合格被通报属于食品安全事故吗？  
灭菌辣椒片的铅指标？  
即将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用与不用的问题  
执行标准为 GB/t，厂家做成 BG/t，请问这是瑕疵吗？  
花生米产品都有哪些？  
如何降低糖制品的甜度？  
氢化植物油、人造奶油是反式脂肪吗？  
关于包装品名的标识  
又是一年，又该何去何从  
中药转食品，我的选择对吗？  
食品研发工作  
今年毕业小生一枚，现有质检，生产，销售三个工作机会怎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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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foodmate.net/thread-913235-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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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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经发布了将

近六百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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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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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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伙伴网创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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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多年来，食品伙伴网在这个宗旨的指引下，服务于食品从业人员，服务于中国食品行业，得到广大食品从业人员

的大力支持，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国内食品领域的领航网站。 
 

网站根据食品行业人员的需求，开设了各种栏目，包括食品资讯、食品生产技术、食品质量管理、食品检验技术、

食品仪器设备、食品人才、食品资料中心、食品标准交流中心、电子商务、会展中心等栏目，为食品行业提供全方位

的服务。 
 
从 2003 年开始食品伙伴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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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bs.foodmate.net），囊括了食品行业中的技术研发、化验检测、工程建设、企业管理、供求营销、职场交流

等各个方面。目前食品论坛注册会员已经超过 100 万人，讨论帖子超过 9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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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经发布了近 600 期，订阅人数

超过 50000 人。 
 
2010 年 5 月，网站全面改版，加入电子商务，为食品企业提供供求平台服务；整合原有食品人才频道，依托于

食品伙伴网和食品社区广泛的技术人才资源，为食品技术人员和食品企业提供最便利的人才交流通道。 
 

依托食品伙伴网的优势资源，目前已经开展的食品行业专业服务包括：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食品安全舆情监控分

析服务；标准法规动态咨询服务；行业培训会议服务；食品行业人才服务；为食品企业提供产品供应、招商、采购的

电子商务服务等。 
 

食品伙伴网的目标是打通整个食品行业产业链，整合食品产业资源，实现资源的有效、高效利用。随着食品安全

重视程度的不断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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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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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一扫                                                                                                                                                

快速关注食品伙伴网服务号 

食品伙伴网  网聚食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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