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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用放射源给泡椒鸡爪杀菌安全吗？ 

    近日，关于“四川 18 枚俄罗斯钴-60 放射源退役”的报道中提到利用放射源给泡椒鸡爪杀菌的内容，引起广泛关

注。 

  
    放射源如何为食物杀菌？食物是否会在辐射灭菌期间沾染危害人体的放射性物质？民用核技术在人们的日常生

活中还有哪些应用空间？科技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四川省原子能研究院、四川省核技术应用协会多位专家。 

  
    我国是世界核能、核技术利用的大国，目前总规模位居世界第三。在一般人看来，“核技术”仍然是高不可攀且

令人色变的字眼。但实际上，放射源不仅能给鸡爪杀菌，还广泛用于医疗灭菌、遏制虫害、农业育种、新材料制备

等各行各业。 

  
    现场：可同时为约 10 吨泡椒鸡爪杀菌 

  
    5 日上午，在四川省原子能研究院辐照工程中心，记者采访时恰逢中心开展泡椒鸡爪消毒灭菌工作。记者在控制

室看到，成箱的泡椒鸡爪被装在悬挂在链条上的辐照箱内，如景区观光缆车一般被缓慢、依次送入辐照室接受钴 60

放射源释放的 γ（伽马）射线消毒灭菌，整个过程安全、有序。 

  
    “在辐照室内有 24 个工位，可同时为约 10 吨泡椒鸡爪消毒灭菌。”负责系统操作的辐照工程中心运行部部长黄

成说，钴-60 放射源平时保存在工程中心 7.5 米深的贮源水井内，使用时由吊装设备将放射源吊起，辐照箱按照悬

挂链条的轨道依次将被辐射产品送入辐照室内，开展辐照灭菌作业，“整个过程中放射源完全不接触食物”。 

  
    辐照工程中心市场部部长叶嘉伟告诉记者，由于灭菌彻底，效率高，可实现常温下“冷加工”等特点，在目前 200

亿元左右的川渝两地袋装泡椒鸡爪食品产业中，70%产品都通过辐射照射消毒杀菌。“因为传统高温杀菌会破坏鸡

爪口感，过量添加防腐剂又不利于身体健康。”普通保质期仅 3 天至 7 天的袋装鸡爪通过辐照加工后，保质期可延

长至 6 个月。 

  
    答疑：食品在辐照加工过程中不会沾染放射性物质，辐照后的食品没有放射性 

  
    食品辐照技术是 20 世纪发展起来的一种灭菌保鲜技术，是以辐射加工技术为基础，运用伽马射线、X 射线或高

速电子束等电离辐射产生的高能射线对食品进行加工处理，在能量的传递和转移过程中，产生强大的物理效应和生

物效应，达到杀虫、杀菌、抑制生理过程、提高食品卫生质量、保持营养品质及风味、延长货架期的目的。 

  
那么在辐照消毒灭菌后，食物会沾染放射性物质吗？“肯定不会！”四川省原子能研究院院长陈浩说，在作业过

程中，放射源绝对不会接触食物，不存在食物被污染的可能性，辐照后的食品也没有放射性。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对

核技术应用在食品灭菌的安全性进行了 40 多年的广泛深入的研究，经过长期的动物试验和人体试验的证明，在一

定剂量照射下的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不产生放射性，不产生有毒物质，对营养价值没有影响。 

 
更多内容详见：用放射源给泡椒鸡爪杀菌安全吗？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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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普洱茶不能防癌反致癌？专家：无稽

之谈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作为我国传统饮料，茶一直因其保健养生功效在健康领域的地位颇高。其中普洱茶

因为可以降低血脂、减肥、抑菌助消化，令消费者更为青睐。然而最近有观点称，普洱茶非但不能起到保健作用，

反而会因为其中的黄曲霉毒素致癌。此观点一出现，便遭到茶叶领域多位专家的强烈反对。其实，普洱茶本身几乎

不可能含有产生黄曲霉毒素，只是一些劣质的茶叶因存储不当被环境污染。 

  

    为何茶叶不能防癌反而致癌？该观点称，普洱茶中含有黄曲霉毒素，而黄曲霉毒素正是早已被证实的致癌物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注意到，该观点所引用的数据为：2010 年广州市疾病预防中心研究人员抽查广州市场上

的 70 份普洱茶样品，发现全都能检测出黄曲霉素。此外，也检测到另外三种真菌毒素：伏马菌素、T-2 毒素和呕

吐毒素。 

  

    对此，陈茶仓储专家、茶文化专家吴顶明指出，这些茶样全部都是在广州市场抽检的。由于纬度低，广州市的

湿度温度都偏高，所以黑茶在北纬 31 度以南的地区非常难找到好的存放地点。众所周知普洱茶是黑茶类茶，此类

茶的加工特点是后发酵，通过渥堆使得黑茶在口感和功效上得以提高。黑茶后氧化需要有适当的湿度和温度，而长

期在高温高湿状态下存放就极可能成为“湿仓茶”，这样的茶已经不算合格且正常的普洱茶了。也就是说，从 70 份

普洱茶中检测出的黄曲霉毒素并非茶叶自身产生，而是因为仓储条件恶劣，导致茶叶被储存环境中的黄曲霉毒素污

染。 

  

    据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了解，湿仓是普洱茶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兴起的一个概念，其原因是一些商人为了做

假的老普洱茶，而将生茶或熟茶存放在较潮湿的地方，如地下室、地窖等高湿的环境以加快其发酵速度，手段极其

恶劣。而且不只是普洱茶，几乎所有食品（包括所有茶类）在湿仓环境下，都会发生霉变。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

流中心副主任钟凯也指出，这样的茶叶本身品质不佳，仓储卫生条件更是无从谈起，因此被黄曲霉毒素污染不足为

奇。 

  

    同时钟凯强调，真正品质优良的普洱茶几乎不可能出现黄曲霉毒素污染。黄曲霉毒素不溶于水，因此在泡茶的

时候，毒素不会全都进入茶汤，而大家喝茶的时候也不会把茶叶吃进去。 

  

    那么普洱茶里有没有黄曲霉素？答案是概率极低，低到几乎不可能。黄曲霉素的生长条件是黄曲霉作用的基础

物必须是含有蛋白类、糖、脂肪为主的物质，虽然普洱茶也有及少量的蛋白、淀粉和脂类物质，但含量实在太少。

并且，在发酵过程中，普洱茶中少得可怜的蛋白质被水分解成氨基酸，微量的淀粉又被转化为碳水化合物，更少的

脂类物质在厌氧发酵中由于多酶体系的作用转化为醇类物质，成了芳香类物质的一种。由于缺少转化黄曲霉毒素的

物质条件，因此普洱茶几乎不可能出现黄曲霉毒素。 
 

更多内容详见：普洱茶不能防癌反致癌？专家：无稽之谈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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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材料规

定变化对比 
  食品伙伴网讯，CFDA 于 2017 年 9 月 6 日发布了“总局关于发布《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申请材料项目

与要求（试行）（2017 修订版）》《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稳定性研究要求（试行）（2017 修订版）》的公告（2

017 年第 108 号）”。该公告中对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申请材料项目与要求和稳定性研究要求相比旧版规定

有什么变化呢？食品伙伴网注册部就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新规定调整情况进行了整理。 

 

  目录 

 

  一、注册申请材料项目与要求的变化 

 

  二、变更注册申请材料项目与要求的变化 

 

  三、延续注册申请材料项目及要求的变化 

 

  四、稳定性研究要求的变化 

 

 

  一、注册申请材料项目与要求的变化 

  

  申请材料的一般要求无变化。 

  

  注册申请材料总体项目删除了“8.其他表明产品安全性、营养充足性以及特殊医学用途临床效果的材料；”“11.

其他相关材料。”两项。精简了材料。 

  

  1.注册申请书 

  

  无变化 

  

  2 产品研发报告和产品配方设计及其依据 

 

  （1）产品配方设计及其依据 

  

  • 调整了顺序，将本条放在最前面。 

  
更多内容详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材料规定变化对比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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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农业部：上半年畜禽产品兽药残留检

测合格率 99.72% 
    6 日，农业部公布了 2017 年上半年畜禽产品兽药残留监控计划检测结果。 

  

    检测的 4961 批畜禽产品样品中，合格 4947 批，合格率 99.72%。不合格样品 14 批，其中 1 批来自重庆的

猪肉检出培氟沙星；3 批来自河南的鸡蛋检出氧氟沙星；3 批来自河南的鸡肉检出呋喃唑酮；7 批来自贵州的鸡肉

尼卡巴嗪残留标示物超标。针对阳性样品，有关省份及时开展了跟踪抽样检测和相关处理处罚工作。 
 

 

 

 

 

 

 

 

 

 

 

 

 

 

 

 

 

 

 

 

 

 

 

 

 

 

 

 

 

 

 
 

文章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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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天津：8.64万瓶进口饮料不合毁 超

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 
    记者从天津检验检疫局获悉，日前，该局对 8.64 万瓶进口不合格碳酸饮料进行了监督销毁处理。据了解，该批

货物来自沙特阿拉伯，共计 2.16 万升。 

  

    检验检疫人员在进行查验时，发现其配料中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咖啡因和核黄素，不符合我国食品安全标准，

遂判定该批货物为不合格，并依法进行了监督销毁处理。 

  

    天津检验检疫局数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8 月，经该局检验检疫进口的各类碳酸饮料共计 214.7 万升，同比增长

18.9%。分别来自 27 个国家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马来西亚、日本、法国、土耳其进口量较大。天津检验检疫

局严抓审单、查验、检测等环节。严格审查原产地信息、箱单、发票等随附单据，加大现场查验力度，强化对中文

标签的审核，并抽样送至实验室进行检测，确保进口碳酸饮料质量安全，保障广大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同时，天津检验检疫部门提示消费者，进口饮料固然提供了更多的消费选择，但不要盲目追捧进口产品，选购

时要注意查看产品标签，特别要注意保质期，已过期或即将过期的产品一定不要购买。 

 

 

 

 

 

 

 

 

 

 

 

 

 

 

 

 

 

 

 
 

 
 

文章来源：天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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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央视：你们疯抢的这些“洋奶粉” 根

本不符合国标！ 
    一场历时半年的大测试，一次前所未有的奶粉安全大评比。中国、美国、欧洲、日本，9 款知名奶粉进行全方位

检测。中国奶粉与国外奶粉有多大差距？中国奶粉真的让人放心吗？ 

  
    2016 年央视财经《消费主张》的记者曾经在北京街道随机采访了一些年轻的中国父母，30 位消费者五分之四

都表示，自己会为孩子选择外国奶粉，并且绝大多数人都表示，自己有过海淘奶粉的经历。 

 
    原因主要是觉得国外的奶粉更安全，另外不少消费者还相信国外的奶粉配方要更先进。那么，外国奶粉真的具

有这么多优势吗？ 

  
    在 2016 年 5 月，《消费主张》栏目记者先后通过京东、天猫、淘宝、麦乐购等网站购买了 7 个国家 19 个品

牌的海淘奶粉，并将这些海淘奶粉样品送到了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进行检测，检测的项目是 13 项维生

素指标和 13 项矿物质指标，它们都是婴幼儿配方奶粉中重要的营养元素。此外，我们还对这 19 款海淘奶粉的安全

性进行了检测，主要是包括菌落总数在内的 5 项微生物限量指标。 

 
    一个月后，检测结果出来了，我们惊讶地发现，19 种海淘奶粉，竟然有 8 个样品的实测值不符合我国婴幼儿配

方奶粉的强制标准，样品的不合格率达到了 42%。 

 
    节目播出后，广大奶爸奶妈们高度关注，引发了热烈讨论。但也有不少消费者提出了更多的疑问： 

 
    为了进一步解答这些消费者的疑问，真正帮助消费者给宝宝找到安全放心的奶粉，从 2017 年 3 月开始，央视

财经《消费主张》栏目联合中国奶业协会和中国农垦乳业联盟，先后通过京东全球购、天猫网站、网易考拉以及蜜

芽进口母婴限时特卖网站，购买了来自欧洲、美国、日本的 6 个品牌的 1 段婴儿配方海淘奶粉。 

 
    这 6 款奶粉分别是：德国爱他美、荷兰牛栏、美国的美赞臣和雅培、日本的明治和固力果，这 6 款海淘奶粉都

是原产国的知名奶粉品牌，其销量在当地市场也都名列前茅。 

 
    同时，《消费主张》记者也和中国奶业协会、中国农垦乳业联盟的工作人员，在北京的物美超市中采购了 3 款

中国品牌的 1 段婴儿配方奶粉，它们分别是飞鹤、三元和完达山，这三款中国奶粉在中国奶粉市场上也都是知名品

牌，最重要的是，在 2008 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中，飞鹤、三元和完达山这 3 款奶粉都没有发现添加三聚氰胺的情况，

是当时国产奶粉中为数不多的保持良好信誉的中国奶粉品牌。 

 
    记者将这 9 款奶粉样品，分别送到了农业部乳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和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

中心等权威机构，对它们进行了全面检测。为了保证这次检测过程的科学和严谨，中国奶业协会和中国农垦乳业联

盟作为第三方进行全程监督。 

 
更多内容详见：央视历时半年挖出巨大内幕：你们疯抢的这些“洋奶粉” 根本不符合国标！【回应】 

文章来源：央视财经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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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我”是γ-氨基丁酸，不是γ-羟基

丁酸，更不是毒品 
  近期，有一款名叫咔哇的饮料，经公安机关毒品实验室的检验和分析，发现其中含有高浓度的管制毒品“γ-羟基

丁酸”。转载的文章引用了公安官方的公众号，但目前食品伙伴网未能找到此公众号的文章。 

 

  “我”是 γ-氨基丁酸，不是 γ-羟基丁酸，更不是毒品。一字之差，让“我”火了，但也差点把“我”打入黑名单。这

里要为自己正名一下。罪魁祸首是 γ-羟基丁酸，与产品标签上的 γ-氨基丁酸没有丝毫关系，跟着躺枪也是冤屈的很

啊。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可以用于食品生产加工的原料。 

  

  γ-羟基丁酸是谁？ 2005 年“γ-羟基丁酸”就被列入二类精神药物予以管制，并于 2007 年变更为一类（依据人

体对精神药品产生的依赖性和危害人体健康的程度，将其分为一类和二类精神药品。精神药品由国家指定的生产单

位按计划生产，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精神药品的生产活动）。滥用“γ-羟基丁酸”会造成暂时性记忆丧失、

恶心、呕吐、头痛、反射作用丧失，甚至很快失去意识、昏迷及死亡，与酒精并用更会加剧其危险性。 

  “我”是谁？“我”叫 γ-氨基丁酸，洋文名：γ－aminobutyric acid ，外号：GABA，化学名称：4-氨基丁酸，

CAS：56-12-2。 

  

  “我”来自哪里？“我”是一种天然活性成分，广泛分布于动植物体内。如豆属、参属、中草药等的种子、根茎和

组织液中，或者动物神经组织中。 “我”主要通过化学合成法和生物合成法获得。 

  

  “我”可以干啥？ 早在 2009年 9月 27日，卫生部公告 2009年第 12号，“我”就被批准为新食品原料。当然“我”

也是有使用条件的，公告中要求，必须通过生物合成法，以 L-谷氨酸钠为原料经希氏乳杆菌（Lactobacillus  hil

gardii）发酵、加热杀菌、冷却、活性炭处理、过滤、加入调配辅料（淀粉）、喷雾干燥等步骤生产而成。并且“我”

虽好，可不能贪杯哦，γ-氨基丁酸的食用量≤500 毫克/天，并且也只能被用于：饮料、可可制品、巧克力和巧克力

制品、糖果、焙烤食品、膨化食品，但不包括婴幼儿食品。 

  

  GB2760-2014 中，“我”被编排到了表 B3 中，作为允许使用的食品用合成香料，遵守食品用香料、香精的使

用原则。QB/T 4587-2013 《γ-氨基丁酸》也对相应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进

行了规定。 

 

  晒下“我”跟“兄弟”的“靓照”：一个官能团的差异，让“我们”2 人有着天壤之别。他在毒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

“我”却做为人类的食品原料为大家的饮食增添风采。 

  
更多内容详见：“我”是 γ-氨基丁酸，不是 γ-羟基丁酸，更不是毒品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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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水果味月饼其实是“冬瓜馅” 莲蓉

月饼也可能是“豆蓉” 
    随着中秋的临近，水果月饼首先在网上火了一把，但水果月饼到底有没有水果？网传“所有水果月饼全是冬瓜做

的”是否属实？为什么冬瓜成为了水果月饼的“万能替身”？就此，记者深入月饼生产厂家进行了揭秘：月饼馅料中果

肉含量超过 25%才能叫水果月饼，低于此标准则为水果味月饼，而市面上的水果味月饼，多是“冬蓉+食用香精”制

成，而有的莲蓉月饼也可能是“豆蓉”。 

  

    卖场初探： 

 

    水果味月饼其实“冬瓜馅” 

  

    在一家综合超市的月饼货架区，各种散装月饼应有尽有，“水果味月饼卖得很好。”超市售货员说。 

  

    超市销售的大部分月饼，包装上都标注有详细的馅料成分，水果味月饼主要配料几乎都是冬瓜蓉，有的包装上

甚至明确写着“荔枝味冬瓜蓉月饼”。而售货员似乎并未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卖的都是品牌比较好的，但确实没发现

配料都一样。” 

  

    记者走访看到，市面上销售的带水果字样的月饼，几乎都是用冬瓜做主要馅料，仅一家蛋糕店销售的“紫薯草莓

流心月饼”配料表写明是紫薯、芸豆和鲜草莓。 

  

    “我吃过不少水果味的月饼，确实口感都差不多。”市民刘女士说自己选月饼主要还是看价格和口味，从来没想

过水果味月饼里原来并没有水果。 

  

    厂家揭底： 

 

    选择冬瓜是因其“纤维多” 

  

    不仅仅是水果味月饼，就连云腿月饼、五仁月饼和鲜花月饼等，很多口味的月饼配料中也有冬瓜成分。就此记

者采访了几个生产厂家试图揭秘幕后的生产。 

  

    “之所以选择冬蓉做基料，主要是冬瓜纤维含量高，做出来的月饼口感比较好。”成都中冠食品品管技术部负责

人张和平介绍，月饼馅料中果肉含量超过 25%才能叫水果月饼，低于此标准则为水果味月饼，而市面上的水果味月

饼，确实都是“冬蓉+食用香精”制成。 

  
更多内容详见：水果味月饼其实是“冬瓜馅” 莲蓉月饼也可能是“豆蓉”  

 
 

文章来源：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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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赤砂糖岂能与红糖混为一谈？杭州

揭下“太古红糖”虚假标签 
  一直以来，红糖以其特殊的营养成分，在民间受到较高的推崇和喜爱。而与此同时，一种名为“赤砂糖”的产品，

也长久以来以红糖的等效名称自居，并被广大消费者当作红糖而选购。 

  
  那么，红糖与赤砂糖是同一种食品吗？两者能混为一谈吗？近期由此引发的一场行政诉讼有了定论，杭州市市

场监管局（下称杭州市监局）叫板糖企混淆红糖与赤砂糖两种不同食品，并纠正虚假标注的行为，得到了法院终审

判决的支持。 

 
  沃尔玛四款红糖违规标注被查 

  
  这一事件要从 2016 年初说起。据《市场导报》维权中心记者了解，当年 1 月 20 日，杭州市监局在对沃尔玛

华东百货有限公司（下称沃尔玛公司）杭州东新分店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有四种正在销售的红糖产品涉嫌违规标

注。 

  
  这些产品分别是内蒙古正北食品有限公司的“老姜黑糖”（益母红糖），配料为赤砂糖等；太古糖业（分装）的“太

古红糖（赤砂糖）”，配料为赤砂糖；义乌市树海食品厂生产的 “树海牌”赤砂糖 （红糖），配料为白砂糖等；杭州

全照食品有限公司分装、杭州恒兴粮油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的“糯千家红砂糖”，配料为白砂糖等。 

  
  杭州市监局认为，这些产品的包装标签所标示的品名与配料均存在两个不同专有名称等违法情形 （即将赤砂糖

或白糖标注为红糖），故沃尔玛公司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属于生产经营标签、说明书不符合规定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的行为。 

  
  经认定，该案货值金额为 10972 元。2016 年 5 月，杭州市监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企业改正，没

收违法所得及违法经营的食品，并处罚款 82290 元。 

  
  受到处罚的虽然是沃尔玛公司，然而涉入此案的成都太古糖业有限公司（下称太古糖业）却对此不服，并于当

年 7 月向杭州市政府申请复议。市政府随后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 

  
  太古公司依然不服，向杭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了诉讼。 

  
  一审认定红糖、赤砂糖混用构成误导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虽然 《食糖卫生标准》（GB13104-2005）适用于原糖、白砂糖、绵白

糖、赤砂糖，其中并没有红糖标准，但是在 2015 年实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糖》（GB13104-2014）中，

却将食糖分为原糖、白砂糖、绵白糖、赤砂糖、红糖、方糖、冰糖，并分别进行了定义。 

  
更多内容详见：赤砂糖岂能与红糖混为一谈？杭州揭下“太古红糖”虚假标签  

 
文章来源：市场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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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上海高端日料店被指山寨日本同名

米其林餐厅，有关部门已介入 
    去年一桩品牌真假之争，这两天在社交平台炸开了锅。 

  
    9 月 4 日晚至 9 月 5 日，上海人均消费 1685 元的“鮨一”日料店，被不同微信号爆料称其是日本米其林一星“鮨

一”的“伪装店”，并贴出日本鮨一官网声明，表示其在中国并无分店。 

  
    9 月 5 日傍晚，上海鮨一相关负责人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鮨一 2011

年开店之初，确实与日本鮨一合作过，2014 年，双方彻底结束合作。网上流传的日本鮨一官方声明，实际上是其

2016 年发出的。当时，其在自己的官网也挂出声明，表示两者并无关系。该负责人强调，合作结束后，没有用日

本鮨一做过任何宣传。 

  
    目前，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管局已介入事件调查。 

  
    被指是“伪装店” 

  
    “在中国有两家使用‘鮨一寿司’的名义假冒店。第一家在上海市，第二家在南京市。以上两家店和‘银座鮨一’没有

任何关系。目前‘银座鮨一’寿司仅在新加坡、曼谷店、雅加达（2016 年 5 月开业）有直营店，请多关照。” 

  
    这是网上流传的微信公众号文章翻译的银座鮨一官网声明。文章称，银座鮨一位于东京银座繁华地区，口碑相

传，被评选为米其林一星级餐厅。日本鮨一官网称，该品牌在中国出现“伪装店”。 

  
    该公众号文章称，上海鮨一店名 logo 与银座鮨一非常相似。两家店的 logo 放在一起对比，几乎可以重合。上

海鮨一开店之初，很多美食博主推荐的话就是“东京银座的鮨一在上海开店啦！在上海也能够品尝到，被选为米其林

一星级名店的至上珍品”。不仅如此，价格上，上海鮨一也直逼银座鮨一。银座鮨一个套餐价格在 1500 人民币左右，

上海鮨一网上参考人均 1685 元。 

  
    一家点评网站显示，确实时有不少食客冲着米其林一星的名声前往上海鮨一。 

  
    根据工商资料，上海鮨一注册公司为“诣一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2012 年 4 月注册，目前经营状况为“存

续”。 

  
    与银座鮨一合作过 

  
    9 月 5 日傍晚，澎湃新闻记者联系到上海鮨一负责人，其表示，2011 年，他们确实与银座鮨一取得合作，当时

的方案是日方也参股，上海出管理费，并派人前往日本学习，日方派厨师和管理人员来中国协助开店。 

  
更多内容详见：上海高端日料店被指山寨日本同名米其林餐厅，有关部门已介入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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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食药总局关于 5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

况的通告（2017年第 147 号） 
    近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抽检饼干、淀粉及淀粉制品、糕点、薯类和膨化食品、方便食品、冷冻

饮品、肉制品和乳制品等 8 类食品 491 批次样品，抽样检验项目合格样品 486 批次，不合格样品 5 批次，检测项

目见附件。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个别项目不合格，其产品即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具体情况通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饼干 29 批次，不合格样品 2 批次。淀粉及淀粉制品 10 批次，不合格样品 1 批次。糕点 56 批

次，不合格样品 1 批次。薯类和膨化食品 81 批次，不合格样品 1 批次。方便食品 41 批次，冷冻饮品 40 批次，肉

制品 95 批次，乳制品 139 批次，均未检出不合格样品。 

 

    二、不合格产品情况如下： 

 

    （一）上海世纪联华超市长宁有限公司销售的标称西班牙阿路易有限公司生产、上海东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经

销的阿路易亚瑟系列奶油巧克力味夹心饼干，过氧化值（以脂肪计）检出值为 0.41g/100g，比国家标准规定（不

超过 0.25g/100g）高出 64%。初检机构为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复检机构为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

海）。 

 

    （二）上海世纪联华西部商业有限公司中环路店销售的标称西班牙阿路易有限公司生产、上海东展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经销的阿路易麦高卡通系列巧克力味夹心饼干，过氧化值（以脂肪计）检出值为 0.35g/100g，比国家标准

规定（不超过 0.25g/100g）高出 40%。初检机构为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复检机构为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上海）。 

 

    （三）淘宝临海市思乡豆业有限公司在淘宝（网站）销售的标称珠海市金迪潮食品有限公司分装的澄面（小麦

淀粉），二氧化硫残留量检出值为 0.068g/kg，比国家标准规定（不超过 0.03g/kg）高出 1.3 倍；霉菌检出值为

160CFU/g，比国家标准规定（不超过 100CFU/g）高出 60%。检验机构为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四）天猫法根食品旗舰店在天猫（网站）商城销售的标称杭州塘栖李法根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蛋黄板栗酥，

酸价（以脂肪计）检出值为 138mg/g，比国家标准规定（不超过 5mg/g）高出 26.6 倍；菌落总数 5 次检出值分

别为 1.5×104CFU/g、2.4×104CFU/g、2.5×104CFU/g、8.4×103CFU/g、8.9×103CFU/g，不符合国家标准

规定的 5 次检测结果均不超过 100000CFU/g 且至少 3 次检测结果不超过 10000CFU/g 的要求；霉菌检出值为 5.

3×103CFU/g，比国家标准规定（不超过 150CFU/g）高出 34.3 倍。检验机构为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五）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百步亭花园路店销售的标称上海凯温实业有限公司（原产国：美国）经销的多明

戈·波波白芝士味玉米片，过氧化值（以脂肪计）检出值为 0.95g/100g，比国家标准规定（不超过 0.25g/100g）

高出 2.8 倍。初检机构为河北省食品检验研究院，复检机构为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更多内容详见：食药总局关于 5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17 年第 147 号） 
文章来源：国家食药监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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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关于征求《方糖》等 13 项食品相关

国家标准（报批稿）意见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及个人： 

  

  由全国制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373)等负责归口制定的《方糖》等 13 项食品领域相关国家标准（报批稿）

已完成（标准文本见附件），现公开征求意见。请各有关单位或个人于 9 月 30 日前将《意见反馈表》寄回、传真

（同时将 word 版发送至邮箱）形式反馈至我委。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 9 号 

  

  邮编：100086 

  

  电子邮件：liusk@sac.gov.cn 

  

  传真：（010）82260686 

  

  附件： 

  

  1.《方糖》（报批稿） 

  2.《绵白糖》（报批稿） 

  3.《赤砂糖》（报批稿） 

  4.《冰糖》（报批稿） 

  5.《红糖》（报批稿） 

  6.《食糖分类》（报批稿） 

  7.《食用马铃薯淀粉》（报批稿） 

  8.《工业用酶制测定技术导则》（报批稿） 

   9.《白砂糖试验方法》（报批稿） 

  10.《糖科甜菜》（报批稿） 

  11.《白砂糖》（报批稿） 

  12.《食用葡萄糖》（报批稿） 

  13.《食用小麦淀粉》（报批稿） 

  14.意见反馈表 

 

更多内容详见：关于征求《方糖》等 13 项食品相关国家标准（报批稿）意见的通知 

  

 

 
 文章来源：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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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2017年 7月未予准入的食品化妆品信息 

  2017 年 7 月，全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在入境货物到达口岸接受监管环节，依据当时有效的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或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检出质量安全项目不合格的食品 233 批、化妆品 9 批。不合格食品来自 34 个国家或地区，

涉及 15 类产品，主要是糖类、糕点饼干类和饮料类，主要项目是食品添加剂超标、品质不合格和微生物污染。不

合格化妆品来自 3 个国家或地区，均为化妆品原料，涉及项目是证书不合格、禁限用物质和微生物污染。对以上不

合格食品化妆品，在口岸均已退运或销毁，未予准入。 

  

     附件 1：未予准入的食品化妆品信息（2017 年 7 月）.xls 

 

 

 

 

 

 

 

 

 

 

 

 

 

 

 

 

 

 

 

 

 

 

 

 

 

 

 

文章来源：国家质检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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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总局关于发布《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注册申请材料项目与要求（试行）

（2017 修订版）》《特殊医学用途配

方食品稳定性研究要求（试行）（2017

修订版）》的公告（2017年第 108号） 
  为进一步推进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工作，在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修

订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申请材料项目与要求（试行）（2017 修订版）》《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稳定

性研究要求（试行）（2017 修订版）》，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   1.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申请材料项目与要求（试行）（2017 修订版）.docx 

  

     2.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稳定性研究要求（试行）（2017 修订版）.docx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7 年 9 月 5 日 

 

 

 

 

 

 

 

 

 

 

 

 

 

 

 

 

 
文章来源：国家食药监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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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全球 83%自来水受塑料微粒污染 

   一项调查发现，全球 83%的自来水中含有塑料微粒，这意味着数十亿人的饮用水受到了塑料污染。 

  

  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非营利组织 Orb Media 委托科学家对 10 多个国家的自来水样本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

高达 83%的样本受到塑料纤维污染。 

  

  当中以美国自来水的污染率最高，达到 94%，取样中有塑料纤维的地点包括国会大厦、美国环境保护署与纽约

特朗普大厦等。污染率次高的是黎巴嫩和印度。 

  

  英国、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污染率最低，但仍达 72%。 

  

  爱尔兰高威梅雅理工学院的马洪指出，目前还不清楚塑料对人体健康有何影响，但有两大顾虑，分别是小型塑

料分子，以及窝藏在微型塑料上的化学分子与病源体。 

  

  她说：“奈米级的纤维可能穿透细胞，也可能穿透器官，这令人担忧。”微型塑料会携带和吸收化学物质，在野

生动物身上进行的研究显示，动物体内含有微型塑料。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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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韩国将欧盟标准推行动物福利认证

制度 
  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 8 月 30 日表示，为防止污染“毒鸡蛋”事件的再次出现，确保鸡肉食品的安全，韩国计划

参照欧盟标准，制定并推行动物福利认证制度，改变现密集型饲养方式，改善饲养环境。 

  

  欧盟标准每只饲养的动物所占的空间应为 0.075 平方米。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计划从 2018 年起率先从新农户

推行动物福利认证制度，至 2025 年将发展至所有的农户。 

  

  韩国 2012 年 3 月起对蛋鸡推行动物福利畜产农场认证制，认证标准保障母鸡有良好的生活与生蛋环境。韩国

农林水产检疫检查本部当时称，该认证制度的实施范围将在 2013 年扩大至猪肉；2014 年扩大至食用鸡；2015

年扩大至韩牛和奶牛。 

 

 

 

 

 

 

 

 

 

 

 

 

 

 

 

 

 

 

 

 

 

 

 
 

 
  

文章来源：国际畜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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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印度虾抗生素超标问题，引欧盟高度

警惕 
   英国冷冻食品协会（BFFF）警告印度虾生产商，如果欧盟在进口货品中再次发现抗生素超标，欧盟很有可能

暂停进口印度虾，时间将不少于两个月。 

  

  英国冷冻食品协会致函印度商务处，提醒对方应遵照欧盟委员会食品卫生指南，并指出印方应对此引起高度重

视。 

  

  印度海产品对欧盟的出口占总出口额 58 亿美元的 18%。由于抗生素残留超标问题，印度虾被拒收的情况越来

越多。同时，印度虾对美国的出口遇到相同问题，近几个月对美出口也出现减少。 

 
 
 
 
 
 
 
 
 
 
 
 
 
 
 
 
 
 
 
 
 
 
 
 
 
 
 
 
 
 
 
 

 
    文章来源：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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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80 年来首次出现新品种瑞士推“红

宝石”巧克力 
    据外媒报道，瑞士巧克力大厂 Barry Callebaut 表示，继牛奶巧克力、黑巧克力和白巧克力之后，该公司发明

了第四种巧克力，称为“红宝石”（Ruby）巧克力。这是自 1930 年代白巧克力问世后，80 年来首次出现新种类的

巧克力。 

  

    据悉，巧克力专家用红色的红宝石可可豆（ruby cocoa bean）创造出有“莓果香和口感浓郁滑顺”的巧克力，

呈粉红色。 

  

 

    “红宝石”巧克力。（图片来源：Barry Callebaut 官方网站） 

  

    红宝石可可豆经过几年的制程，释放出独特风味，巧克力的口味和颜色都是纯天然。“红宝石”巧克力提供全新

的味蕾体验，“既不苦，也没有奶味，也不甜”。 

  

    巧克力专家肯尼迪说：“红宝石巧克力是完全不同和聪明的产品，口感清新，有一种清淡、奶油般的质地。” 

  

    他表示：“味道很清淡，像水果，不知不觉就一块接一块吃，因此比起传统巧克力，消费者能吃更多。”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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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外媒：“毒蛋”风波遍及 40 国包括

24 个欧盟国家 
  据外媒 5 日报道，目前，已经有 40 个国家的鸡蛋被发现有杀虫剂成分芬普尼（fipronil）残留，这些国家中包

括 24 个欧盟成员国。 

  

  受“毒鸡蛋”风波影响，已有数以百万计的鸡蛋从欧洲超市下架，不过部分国家的监管者担忧许多“毒蛋”可能已

经进入食物链，主要是透过饼干、蛋糕与沙拉等加工食品的型态。 

  

  欧盟各国农业部长 5 日在爱沙尼亚的塔林举行会议，会议内容料将涉及“毒鸡蛋”事件。 

  

  报道称，欧盟执委会一名发言人证实，立陶宛、葡萄牙、塞浦路斯与克罗地亚是目前为止尚未受到影响的国家。 

  

  报道还称，发现“毒鸡蛋”的非欧盟国家有美国、俄罗斯、南非与土耳其等。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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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因夸大虚假广告，日本处罚“深海鲨

提取液”健康食品 
    食品伙伴网讯 8 月 31 日，日本北海道经济产业局发表消息称，岛田制药（东京都中野区）所销售的健康食品“深

海鲨提取液”宣称可清洁血液等无相关依据，按照《特定商品交易法》相关规定下达了停止 3 个月部分业务的命令。

日本各消费者中心受理了诸多相关产品的投诉。 

  

    据报道，岛田制药利用电话给消费者推荐“岛田深海鲨提取液 100”等产品，宣称消费者只要连续食用 3 个月，

血液可变得很干净，并对”糖尿病有效“等并无事实根据的效果，而且还存在即使消费者拒接也反复打电话推销产品

的违法行为。 

  

    据北海道境界产业局称，2014 年 4 月~2017 年 7 月之间，以北海道为首的全日本各地消费者中心共受理了 2

67 次关于岛田制药的投诉，仅是 2014 年就受理了 108 次投诉。岛田制药表示”真诚接受处分，向消费者道歉“。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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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警惕|日本通报我国 3 批次食品不合

格 
    食品伙伴网讯  据日本厚生省消息，2017 年 9 月 5 日，日本厚生省更新输日食品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情况通报，

通报显示我国 3 批次食品不合格。 

  

    3 批次食品的信息如下： 

  

    制造商：DALIAN KAITO FOOD CO.,LTD.，涉及产品：加热后摄食冷冻食品（冻结前加热）：秋鲑盐烤鸡

肉，不合格原因：菌落总数超标； 

  

    制造商：RonGCHENG DonGRONG FOODS CO.,LTD.，涉及产品：加热后摄食食品（冻结前未加热）：炸

鱼片，不合格原因：菌落总数超标； 

  

    制造商：LAIYANG LonGTAO FOODSTUFF CO.,LTD.，涉及产品：加热后摄食冷冻食品（冻结前未加热）：

青椒（３色混合），不合格原因：丙溴磷残留超标。 

  

    食品伙伴网提醒出口企业，按照日本标准规定，对于加热后摄食冷冻食品（冻结前未加热）中菌落总数限量为 3.

0×106/g，而对于加热后摄食冷冻食品（冻结前加热）中菌落总数限量为 1.0×105/g。 

 

    相关报道：2017 年 9 月输日食品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情况（9 月 5 日更新）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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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新西兰召回我国 5款“川崎”火锅调

料 
    食品伙伴网讯   据澳新食品标准局（FSANZ）消息，9 月 2 日新西兰初级产业部发布召回通报称，新西兰 3 家

出口商宣布召回 5 款我国产火锅调料，因为该产品未标注花生过敏原。 

 

    受召回产品的信息如下： 
产品类型 火锅调料 
产品名称 川崎美味火锅调料（100g） 

川崎海鲜火锅调料（100g） 
川崎麻辣火锅调料（100g） 
川崎香辣火锅调料（100g） 
川崎鲜辣火锅调料（100g） 

批次和日期代码 所有批次、日期和风味 
包装和规格描述 100g 塑料桶 

销售情况 产品进口自中国 
在新西兰的零售店和民族食品杂货店有售 

备注 本次召回适用于标签未用英语标注过敏原（花生、

麸质、豆类、芝麻、甲壳、鱼）的产品 
部分标签未标注花生或者花生、芝麻。在有其他

过敏原存在的情况下，这种标注方式是不全面的 
不同进口商的产品包装形式会有差异 
本次召回不适用于川崎牌其他产品 

进口商 Multigoods Ltd 
Cheertop Trading Ltd 

Tai Ping Trading Co.,Ltd 

  

    新西兰初级产业部称，对花生、豆类等成分过敏或者不耐受者不要食用以上产品。如果在食用后担心影响健康，

那么应看医生。 

  

消费者还可以将产品退回零售店获取全额退款。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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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2017 年 8 月美国 FDA 自动扣留我国

食品情况（8 月汇总） 
    食品伙伴网讯   据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消息，近日美国 FDA 更新 8 月份进口预警措施（import alert），其中，

对我国 6 家企业的产品实施自动扣留。 

  

    相关信息如下： 

预警编号 发布日期 地区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项目 
99-39 2017-8-14 北京 SSG (CHINA) 膳食补充剂 营养标签、标签

语言 
99-21 2017-8-18 福建龙岩 liancheng qia

oxing food fa
ctory 

薯干 二氧化硫 

99-08 2017-8-22 福建云霄 YUNXIAO Do
nGZHOU FRE
EZER FOODS

 CO.,LTD 

速冻青椒 腐霉利 

99-21 2017-8-30 广东中山 ZHOGNSHAN
 DonGSHUN 
FOODS LTD 
CO OF GUAN

GDONG 
  

莲藕 亚硫酸盐 

  99-21 2017-8-30 广东中山 ZHONG SHA
N DONG SHU
N FOODS LT

D CO., 
  

莲藕 亚硫酸盐 

99-08 2017-8-31 山东沾化 SHANDONG J
UJIA BIOTEC
H CO.,LTD 

氯化胆碱 稻瘟灵、三环唑 

  

    食品伙伴网提醒产品输美食品企业，出口食品标签应严格按照美国标签要求，规范地标注营养信息、过敏原等

项目，同时还应注意，标签语言需用英语。另外，严格按照美国农残标准，控制产品中的农残限量。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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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 2016 年度进口

食品抽检情况 
    食品伙伴网讯 8 月 31 日，厚生劳动省公布了 2016 年度进口食品监督抽检情况。日本对进口食品的抽检分为

两种，一种是针对不合格风险较高的食品所进行的每次进口时的命令检查；另一种是为了广范围监控食品安全情况，

按照抽检计划所进行的监控检查，具体详情分别如下： 

  

    2016 年厚生劳动省共接收了 234 万批次、3,230 万吨的进口许可申请，其中命令检查了 195,580 批次，结

果 803 批次不合格，进行了退运或销毁处理。 

  

    2016 年度计划监控检查 95,929 批次，实际共检查了 98,164 批次，检查结果为 136 批次不合格，采取了召

回等措施。 

  

对于不合格频率较高的食品，日本要求出口国政府查找原因、采取相应的措施。同时，通过协商还采取了实地

考查等寻找推进出口国卫生对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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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2017 年 9 月输日食品违反日本食品

卫生法情况（9月 5日更新） 
     说明：本资料来自日本厚生劳动省官方网站，有任何疑问，请联系邮箱 news@foodmat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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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9/2 

生食用冷冻水

产品：银色皮

鲑鱼切片（SI
LVER SKIN
 HARASU L
OIN CUT O
FF TRIMMI
NGS) 

第11条第

２項 

MILAREX 
SP. Z O.
O. 

  波兰 
大肠菌群阳

性 
東京 

クラレ

イ 株

式会社 
  

废弃、

退货等

（全量

保管） 

自主

检查 

2017
/9/2 

杏仁 
第６条第

２号 
  

BLUE D
IAMON
D GRO
WERS 

美国 

检出黄曲霉

毒素 24 μg
/kg （B1:
9.0, B2:2.
0, G1:10.
2, G2:2.3) 

東京 

伊藤忠

食糧 

株式会

社 

  

废弃、

退货等

（全量

保管） 

命令

检查 

2017
/9/2 

生食用冷冻水

产品：冷冻鱼

片(FROZEN
 CUTTLEFI
SH FILLET 
DOUBLE-SK
INLESS) 

第11条第

２項 

HUY LON
G SEAFO
ODS JOIN
T STOCK 
COMPANY 

  越南 
检出 氯霉素

 0.0005pp
m  

東京 
丸市 

株式会

社 
  

废弃、

退货等

（全量

保管） 

自主

检查 

2017
/9/2 

鲜橙 第 10 条   

ROUTE
2FRUIT
 (PTY) 
LTD 

南非 

检出指定外

添加剂プロ

ビコナゾー

ル 0.07 pp
m 

東京 

JWM 
Asia J
apan
 株式

会社 

  

废弃、

退货等

（全量

保管） 

监控

检查 

2017
/9/2 

加热后摄食冷

冻食品（冻结

前加热）：秋

鲑盐烤鸡肉

（(SALMON
 KIRIMI) 

第11条第

２項 

DALIAN K
AITO FOO
D CO.,LT
D. 

  中国 
检出  细菌

总数 1.1×
10⁵ /g 

東京 
株式会

社 海

渡 
  

废弃、

退货等

（全量

保管） 

自主

检查 

 
更多内容详见：2017 年 9 月输日食品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情况（9 月 5 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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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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 35 周） 
    食品伙伴网讯  据欧盟官方网站消息，在 2017 年第 35 周通报中，欧盟 RASFF 通报我国食品及相关产品（不

包括港澳台）有 5 例。 

  

    具体如下： 

通报时间 通报国 通报产品 编号 通报原因 
销售状态/采

取措施 
通报类型 

2017-8-29 德国 纸质烘焙模

具 
2017.1304 3-氯-1,2-丙

二醇超标 
分销至其他

成员国；召回 
信息通报 

2017-8-30 荷兰 花生 2017.BOQ 黄曲霉毒素

超标 
未在市场销

售，再次派送 
拒绝入境通

报 
2017-8-31 荷兰 花生 2017.BOR 黄曲霉毒素

超标 
未在市场销

售，官方扣留 
拒绝入境通

报 
2017-9-1 西班牙 花生 2017.BPB 黄曲霉毒素

超标 
产品未在市

场销售；未许

可进口 

拒绝入境通

报 

2017-9-1 荷兰 花生 2017.BOW 黄曲霉毒素

超标 
产品未在市

场销售；理化

处理 

拒绝入境通

报 

  

    3-氯-1,2-丙二醇属于氯丙醇的一种形式，它是在生产酸水解植物蛋白（HVP）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1993 年，

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FAO/WHO）第 837 号报告指出，3-氯-1,2-丙二醇可能会引起癌症，影响肾脏及

生育。 

  

    按照欧盟限量，供人直接食用或者用作食品配料的花生及其他油籽、坚果及其制品（不包括巴旦木、开心果、

杏仁、榛子和巴西坚果）黄曲霉毒素 B1 限量为 2.0μg/kg，总黄曲霉毒素 B1+B2+G1+G2 限量为 4.0μg/kg。

食品伙伴网提醒花生出口企业严格控制产品中的黄曲霉毒素限量。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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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想减体重？别喝咖啡 

  想减点体重？那你最好别喝咖啡。美国康奈尔大学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咖啡因会激发人对甜食的渴望。研究人

员招募 107 名志愿者，把他们随机分成两组，让第一组喝无因咖啡外加 200 毫克咖啡因补剂，让另一组喝无因咖

啡外加能得到像第一组一样苦味口感的添加剂，但这种添加剂不会影响咖啡的甜、酸、咸等其他味觉。两组志愿者

喝的咖啡都加了糖。接下来，研究人员让他们接受味觉测试。结果，与“苦味添加剂组”相比，“咖啡因补剂组”感觉

咖啡不那么甜。 

  

  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美国《食品科学杂志》双月刊上发表报告说，咖啡因会减弱味蕾对甜味的感知，让食物和

饮料吃起来不那么甜，进而让人吃得摄入更多糖分。 

  

  研究人员还发现，无论志愿者喝下的饮料中含不含咖啡因，他们的敏锐程度没有明显差别。研究人员说，这其

实是咖啡的安慰剂效应。在这当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喝下咖啡的动作本身，它会让人联想到喝了咖啡就能变得更敏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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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研究：吃前先拍照食物更美味 

    美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吃前先拍照，食物更美味。 

  

    许多人喜欢进餐前先给食物拍照，然后分享美食照片，但这种行为却引起一些人的反感。而今，这种做法似乎

有了一个正当的理由。 

  

    据新华社报道，美国圣约瑟夫大学和圣迭戈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展一系列实验。在第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把 1

31 名志愿者分成两组，分别向他们发放健康食物和不健康食物。在每一组里，一半人被要求直接吃下食物，另一

半人则被要求先给食物拍照，然后进食。当食物属于焦糖苹果、红丝绒蛋糕这类易上瘾甜食时，那些先拍照后进食

的人给食物美味程度、喜爱程度打分更高。 

  

    志愿者进食的是健康食物时虽然没有上述差别，但研究人员发现，如果告诉志愿者周围的人也在吃健康食物，

他们就会在拍照后给食物的美味程度和喜爱程度打出更高分。 

  

    在第二项实验中，研究人员向两组志愿者提供同样的红丝绒蛋糕，让他们先拍照后吃。但一组被告知使用了健

康原材料制作，另一组被告知原料不健康。结果，“不健康组”给蛋糕的美味程度打分更高。 

  

    研究人员在《消费营销杂志》上发表报告说，之所以吃前先拍照，食物显得更美味，是因为拍照过程本身让人

对食物的“色香味”给予更多关注。拍照对健康食物美味程度产生影响，是因为进食者从中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至

于为什么给不健康食物拍照会提升它的美味感，是因为这符合心理学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即进食者通过使用媒介得

到满足。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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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新研究证实基因在饮食失调中起作

用 
   在美国，有 3000 万人会挣扎在饮食失调边缘，这种威胁生命的状况比其他任何精神疾病造成的死亡率都高。

例如，一些连续存在 5 年神经性厌食症的人死亡率达到 5%，或是 20 人中有 1 人死亡。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到饮食失调是大脑疾病的结果， 但仍有很多人认为存在这种毁灭性状况的人是因为

虚荣、为了吸引注意力或者缺乏意志力。近日发表于美国《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的一篇文章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这项研究评估了 95 名被诊断为饮食失调者的基因组，并鉴定出可聚集成两个群体的 430 个基因，它们在罹患饮食

失调的人群中更容易被破坏。 

  

  这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证明，饮食混乱是非常严重的生物学驱动的疾病。新研究支持此前的一些发现，

认为发展出饮食混乱的风险 50%~80%是遗传性的——患者继承了受损的基因复本，增加了罹患饮食失调的风险。

而只有了解哪个基因受损，才能使医生建立更好的治疗方案。 

  

  在新研究中，饮食失调症患者被分为两大组。在第一组中，受损基因被归入肠道神经肽影响食欲控制、食物摄

取和营养消化/吸收的一类，它们让患者更容易暴饮暴食。这一组中约有一半人受到限制饮食模式的困扰，而另一组

则是暴饮暴食者。 

  

  第二组患者则拥有与免疫系统功能和炎症相关的基因群体，它们一直以来被认为会影响胃口。炎症集群组中存

在受损突变的患者更容易存在限制饮食的模式。目前仍需要更多研究验证饮食失调和自动免疫疾病如肠易激综合征

之间的潜在关联。 

  

  新的发现与已知的环境引发饮食失调现象具有一致性。时尚节食、过度运动或医学疾病等都是负能态的例子，

它们一直以来被认为会引发潜在的饮食混乱。负能态会带来行为改变，如喜欢暴饮暴食或是限制食物摄取，从而触

发预先存在的饮食混乱的驱动因子。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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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西南大学揭示诱变稻花数目可增加

稻穗颗粒 
   8 月 28 日，西南大学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农业科学研究院教授何光华课题组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在线

发表论文，介绍了水稻小穗侧生小花的发育调控机制的原创性研究成果，深度解析了稻花的发育调控机制，为水稻

超高产分子设计育种奠定了基础。 

  

  早在 1937 年就有科学家提出水稻“三花小穗”假说，认为水稻小穗中两个“无用”的颖片器官——护颖实际上是

两个侧生小花退化而来，也就是说原始的水稻可能由三个小花构成，但是一直以来这一假说缺乏直接证据。 

  

  科研人员利用 EMS 诱变，首次分离鉴定了一个显性功能获得性突变体 lateral florets1（LF1），该突变体小

穗除了产生正常的顶生小花外，护颖处还发育出了 1~2 个包含正常器官的侧生小花。通过图位克隆、细胞学、分子

生物学等手段，揭示了 LF1 编码的 HD-ZIPIII 转录因子通过激活分生组织维持基因 OSH1 的异位表达起始侧生花

分生组织形成的分子机制。研究结果一方面明确证实了水稻“三花小穗”假说；同时为大幅提高“每穗粒数”提供一条

新的途径，即培育“三花小穗”水稻品种，理论上可以大幅度提高“每穗粒数”，从而显著增产。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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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食品翻译中心是食品伙伴网旗下的专业食品翻译部门，主要从事食品及相关领域的外语+汉语互译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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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选择我们？ 

 

 团队的多元化  
我司与普通翻译公司最大的区别：食品人才+外语人才=食品翻译 
我司翻译团队由外语专业和相关食品专业人才构成，且两专业人才一对一：互译、互校，最终由有多年食品翻

译经验的译员定稿，以团队的多元化保证译文质量。 

 

 翻译的专业化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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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 100%

续约率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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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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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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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多语种互译服务，涵盖

生物、农学、食品加工、检测、包装等多领域。 
 
我们随时期待与您的合作，翻译可试译，亦可商榷长期合作模式，希望以优秀的译文解决您的专业类语言需求，

维护与您的长期合作关系。 
 
请联系： 

 

翻译业务专员：高女士 
座机：+86 535 212 9195 
传真：+86 535 212 9828 
QQ：2427829122 
E-mail：gaohe@foodmate.net 
Website：www.foodmate.net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通世南路 229 号东和科技园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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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安全信息及舆情监控与分析服务  

通过食品安全舆情监控系统与人工筛选相结合的方式，为企业提供专业的食品安全信息及舆情监控分析服务，

内容包括：行业新闻、热点事件、预警信息、政策法规标准动态、舆情分析等，提高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同时对

重点问题或热点事件，进行专项研究，提供专题报告及进展跟踪，进行必要的技术分析并提出应对措施、风险预警

等。 
 

抽检信息查询分析系统 

系统包括信息查询和统计分析两大功能。可实现对产品基本信息、被抽检单位、执法单位、不合格原因、整改

措施等全方位查询。同时可对结果进行总量统计、不合格原因分析、产品分类分析等，分析结果以直观图表显示。

可根据用户需求，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由专业人员进行解读，以报告的形式呈现给用户。 
 

食品标准法规管理咨询服务 

建立与客户产品及原料相关的标准法规管理系统，内容涵盖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国际组织、美国、欧盟、

加拿大、澳新、日本、韩国等的法规与标准信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归纳相关数据，为客户提供标准法规比

对、有效性确认、条文分析解读等咨询服务，由专业人员帮助企业量身打造标准法规问题解决方案。 
 

产品及指标管理系统 

产品及指标管理系统是最新推出的为企业提供产品及指标管理解决方案的在线办公系统。系统以企业产品为核

心，相关指标进行拆解、合并归类，形成产品指标体系，便于管理产品指标限量，能快速进行产品指标在不同标准

间的限量比对，确保产品合规性。同时整合原辅料和竞争产品信息，为客户提供产品指标系统化管理服务。  

 
食品竞争产品数据库  

根据客户产品情况，为企业提供竞争对手产品数据收集整理服务，建立数字化的产品信息管理、查询、比对系

统，内容包括产品外观 360 度展示、配料表、营养成分表、产品介绍、执行标准等。通过监控市场上最新的产品信

息，了解新品发展趋势，查询新品配料情况，对营养成分进行比对，对产品规划、新品研发、营销策略调整等具有

重要意义。 
 

食品安全危害物及添加剂基础信息和限量数据库建设与维护 
对涉及食品安全的农药、兽药、重金属元素、微生物、生物毒素等危害物以及食品添加剂等物质的基础信息和

欧美、澳新、日韩、中国大陆和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针对食品危害物和食品添加剂的限量数据，提供数据库建设与

维护服务，方便企事业单位及时方便地查询相关数据，方便监管部门及时地对相关物质进行风险评估。 

食品伙伴网信息服务中心 
 

33 



食品标签审查系统与标签管理咨询服务 
食品标签审查系统实现了标签查看、比对、修改、标注和审批在线完成，防止标签的外流，克服了纸质标签审

查环节多、周期长且出错率高的弊端，缩短产品上市时标签评审时间。可根据企业需求提供标签管理咨询服务，由

专业团队依据相关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为食品企业提供食品标签审查与咨询服务，协助企业加强食品标签的

管理。 
 

信息专案服务 
对客户制定的食品安全热点事件和食品安全风险进行专项研究，包括事件背景调查、政府权威部门声音、媒体

评论导向、专家及意见领袖观点、国内外相关法规标准资料以及必要的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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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多人组成的，拥有优良专业素质的服务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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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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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安全管理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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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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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告丨 2017 年下半年全国食品展会集结号： 

 
以下展会预告中由食品伙伴网发布的信息，网站已尽严格审核义务，因办展过程的不可控性，请您参展观展前

务必再次与组织方或展馆方核实。此外，伙伴网与站内所有展会之间均无主办/协办或承办等关联关系。如遇参展纠

纷，请追究办展主体的法律责任。 
 

2017 年会议预告 
9 月 14-15 日      北京      第四届中国食品实验室检测与管理技术论坛 
9 月 15-17 日      沈阳       第五届世界农业大会   
9 月 25-27 日       西安       2017 第六届世界分子医学大会 
9 月 25-27 日       西安       2017 中国（西安）首届智能世界大会 
10 月 21-22 日     大连       2017 国际眼科大会 
10 月 26-27 日     北京       第九届食品科技北京论坛 
11 月 1-3 日        太原       第三届国际儿科大会 
 
2017 年展会预告 
9 月 15-18 日      沈阳       第十七届中国沈阳国际农业博览会 
9 月 15-17 日      长春       2017 第十四届中国长春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9 月 15-17 日      武汉       2017 武汉国际渔业博览会暨-水产养殖产业展览会 
9 月 15-17 日      广州       HCI 2017 第八届中国（广州）国际健康保健产业博览会 
9 月 18-20 日      广西       第 15 届广西食品交易博览会 
9 月 18-21 日      厦门       2017 厦门国际果蔬产业暨都市农业展览会 
9 月 19-21 日      广州       2017 第三届中国食材交易会暨广州国际餐饮食材展 
9 月 26-28 日      上海       CIPPME 2017 上海国际包装制品与材料展览会 
9 月 27-29 日      上海       2017 中国国际冰淇淋、乳制品产业及技术设备展览会 
9 月 27-29 日      上海       2017 上海国际啤酒、饮料制造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10 月 11-13 日     成都       2017 第十七届成都国际高端食品饮料及食品机械展览会 
10 月 13-15 日     南京       江苏国际餐饮博览会/江苏食品加工机械及包装设备博览会 
10 月 13-15 日     西安       2017 第四届西安餐饮供应链展览会 
10 月 16-18 日     成都       2017 第二届中国川菜食材电商节 
10 月 18-20 日     青岛       2017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肉类工业展览会 
10 月 25-27 日     上海       2017 第五届上海国际生物发酵产品与技术装备展览会 
10 月 26-28 日     博兴        第十二届中国·厨都国际厨具节 
11 月 4-5 日        北京      2017 第 33 届北京国际连锁加盟展览会 
11 月 7-10 日      上海       swop 2017 包装世界（上海）博览会 
11 月 8-10 日      上海       CISF 硒博会-2017 第四届上海国际富硒食品产业展览会 
11 月 9-14 日      南京        2017 第十七届中国南京食品博览会暨采购交易会 
11 月 11-12 日     石家庄     2017 第 20 届河北省糖酒食品交易会 

食品伙伴网展会推荐 

35 

http://www.foodmate.net/hyhy/show.php?itemid=434
http://www.foodmate.net/hyhy/show.php?itemid=425
http://www.foodmate.net/hyhy/show.php?itemid=424
http://www.foodmate.net/hyhy/show.php?itemid=429
http://www.foodmate.net/hyhy/show.php?itemid=428
http://www.foodmate.net/hyhy/show.php?itemid=422
http://www.foodmate.net/hyhy/show.php?itemid=430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663.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671.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637.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616.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669.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682.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507.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571.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645.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727.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551.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654.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728.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678.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521.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553.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788.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673.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530.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702.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750.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735.html


11 月 11-13 日     烟台        2017 第十八届国际果蔬农业博览会 
11 月 11-13 日     烟台       2017 国际果蔬食品葡萄酒加工包材及包装设备展 
11 月 11-14 日     西安       2017 第九届中国（西安）糖酒食品交易会 
11 月 17-19 日     北京       2017 第十七届北京国际营养健康产业博览会 
11 月 17-19 日     北京       2017 年北京国际果蔬展览会 
11 月 17-19 日     济南       2017 第十一届中国（山东）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11 月 17-19 日     武汉        第十六届欧亚·中国（武汉）国际酒店用品博览会 
11 月 21-23 日     广州       第十七届全国秋季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展览会（FIC2017） 
11 月 23-26 日     温州       2017 年第六届温州食品博览会 
11 月 22-24 日     上海       CBST2017 第八届中国国际饮料工业科技展 
11 月 22-24 日     上海        2017 第 10 届亚洲果蔬产业博览会 
11 月 24-26 日     宁波       2017 中国国际方便与休闲食品展览会 
11 月 24-26 日     安徽       2017 第 15 届中国（安徽）国际糖酒会 
11 月 28-30 日     北京       2017 第十一届中国北京国际咖啡产业暨咖啡文化博览会 
11 月 30-12 月 2 日 广州       2017 中国（国际）调味品及食品配料博览会 
12 月 1-4 日       天津       2017 天津全国优质农产品博览会 
12 月 1-3 日       济南       2017 中国（山东）国际酒店餐饮业博览会 
12 月 2-4 日       徐州       2017 第五届中国东部（徐州）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12 月 3-5 日       上海       SFEC2017 第 12 届上海优质大米、精品杂粮及设备展览会 
12 月 8-10 日      西安       第三届中国西部现代农业博览会 
12 月 8-10 日      南京        2017 第三届中国（南京）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12 月 12-14 日     广州       2017 上海国际酒店用品博览会（广州） 
12 月 27-29 日     北京       2017 中国（北京）国际优质农产品展示交易博览会 
 
2018 年展会预告 
3 月 10-12 日     广州         第二十五届中国国际包装工业展览会 Sino-Pack2018 
4 月 12-14 日     上海        2018（第八届）中国国际大豆食品加工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4 月 13-16 日     呼和浩特    2018 第十四届内蒙古食品博览会 
4 月 19-21 日      北京        2018 第 15 届中国国际烘焙展览会 
5 月 6-8 日        杭州        2018 中国浙江餐饮业供应链博览会 
5 月 16-18 日      上海       2018 亚洲生鲜配送展 –亚洲最大生鲜配送展 
6 月 1-3 日        青岛       2018 第十六届中国（青岛）国际食品博览会  
6 月 28-30 日      广州        IFE2018 第 18 届广州国际食品展暨进口食品展览会 
6 月 28-30 日      广州       2018 第 7 届广州国际高端饮用水产业博览会 
7 月 5-7 日        北京        第六届中国国际咖啡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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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伙伴网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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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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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食品伙伴网食品商务中心为您推荐的优质企业会员： 

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北京智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广东环凯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深圳菲特立科技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诸城市大洋食品机械有限公司——食品机械 

江苏科伦多食品配料有限公司——添加剂配料 

梁山县一诺油脂化工设备购销部——二手烘干机 

东莞市丰元制罐有限公司——食品包装 

诸城市大坤机械有限公司——食品机械 

南京泽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食品饮料 

上海坪尧贸易有限公司——食品包装 

曲阜汇众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食品机械  

曲阜圣泰机械有限公司——食品机械 

安徽正远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包装机械 

梁山县一诺油脂化工设备购销部——食品机械 

南京泽朗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添加剂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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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商务中心:http://biz.foodmate.net/ 

联系方式： 

Email：ec@foodmate.net 

企业 QQ：2394951172 

Tel：0535-2154193 

                                                                                                                                                                                                                                                                                                                                                     

食品伙伴网食品商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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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9 月份 
 BRC-Food 食品安全全球标准主任审核员（5 天）-广州 

2017-09-11~2017-09-15 
供应商管理培训(2 天)--苏州 2017-09-11~2017-09-12 
FSSC22000 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内审员培训(3 天)-北京 2017-09-11~2017-09-13 
人类食品现行良好操作规范和危害分析及基于风险的预防性控制（FDA 认可课程）-上海 2017-09-11~2017-09-13 
FSSC22000（包含 ISO22000） (第 4 版)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内审员培训（3 天）-深圳 2017-09-11~2017-09-13 
SMETA 审核企业社会责任在供应链中的要求(2 天）-苏州 2017-09-13~2017-09-14 
FSSC22000（包含 ISO22000） (第 4.1 版)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内审员培训（3 天）-上海 2017-09-13~2017-09-15 
方法验证培训 (1 天)--苏州 2017-09-13~2017-09-13 
人类食品现行良好操作规范和危害分析及基于风险的预防性控制（FDA 认可课程）-广州 2017-09-13~2017-09-15 
食品行业 ISO 9001:2015 版内审员--长沙 2017-09-13~2017-09-15 
关于举办食品标签及食品营养标签交流会的通知 2017-09-14~2017-09-15 
常用感官分析方法介绍及实践操作讨论培训(2 天)-上海班 2017-09-14~2017-09-15 
IPM 综合虫害控制管理培训（2 天）-苏州 2017-09-14~2017-09-15 
第十三届全国营养与保健食品大会暨 第七届中韩植物营养素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7-09-14~2017-09-15 
OHSAS 18001:2007 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 /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体系管理师（ 2 天） --苏州

2017-09-14~2017-09-15 
BRC-Food(第七版)食品安全全球标准内审员培训（2 天）-青岛 2017-09-14~2017-09-15 
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1 天）-广州 2017-09-15~2017-09-15 
《GB28050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修订 企业意见征询 会议通知 2017-09-16~2017-09-16 
第 60 期食品微生物检验实际操作学习班—哈尔滨 2017-09-16~2017-09-19 
餐饮企业 5S 管理法的应用培训(1 天)-上海 2017-09-18~2017-09-18 
食品过敏原培训(1 天)-广州 2017-09-18~2017-09-18 
BRC IOP(第五版)包装及包装材料全球标准内审员- 合肥 2017-09-18~2017-09-19 
BRC-Food(第七版)食品安全全球标准内审员培训 （2 天）--苏州 2017-09-18~2017-09-19 
食品企业虫鼠害防治管理培训(2 天)-青岛 2017-09-18~2017-09-19 
ISO 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内审员/环境管理体系管理师（2 天）--苏州 2017-09-19~2017-09-20 
检测数据处理及检测质量控制培训(1 天)--上海 2017-09-20~2017-09-20 
IFS 国际食品标准（第 6 版）内审员培训--上海 2017-09-20~2017-09-21 
美国「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之人类食品预防性控制培训 (3 天)-青岛 2017-09-20~2017-09-22 
ISO IEC 17025:2005 实验室管理体系内审员（3 天）--上海 2017-09-21~2017-09-23 
FSSC 22000（第 4 版）食品安全体系内审员-广州 2017-09-21~2017-09-23 
2017 中国美食营养师和食品安全管理师（南昌）培训班 2017-09-21~2017-09-23 
2017 中国餐饮业职业经理人青岛培训班 2017-09-22~2017-09-23 
2017 中国特色生物发酵食品及益生菌产业链创新论坛的通知 2017-09-22~2017-09-24 
实验室菌种保藏及应用技术实操培训班 2017-09-23~2017-09-24 
产品或商品抽样检验（GB2828 & GB2829）--广州班 2017-09-25~2017-09-25 
感官评定培训(2 天)-广州 2017-09-25~2017-09-26 

食品伙伴网培训中心培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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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样及检测技术”专题培训班 2017-09-25~2017-09-27 
IFS 国际食品标准（第 6 版）内审员培训--广州 2017-09-25~2017-09-26 
欧盟饲料添加剂预混料质量体系(FAMI QS)内审员（2 天）--青岛 2017-09-25~2017-09-26 
欧盟饲料添加剂预混料质量体系(FAMI QS)内审员（2 天）--北京 2017-09-25~2017-09-26 
FSSC22000 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内审员培训(3 天)-青岛 2017-09-25~2017-09-27 
“食品质量体系建立与食品安全标准应用实务”专题培训班 2017-09-26~2017-09-28 
HACCP 内审员培训-青岛 2017-09-27~2017-09-29 
国内外食品添加剂法规介绍(1 天)-苏州 2017-09-28~2017-09-28 
OHSAS 18001 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 体系内审员（2 天）--苏州 2017-09-28~2017-09-29 
2017 年 10 月份 
IRCA 认可的 FSSC 22000/ISO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主任审核员-上海 2017-10-16~2017-10-20 
“第五届跨学科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高峰论坛暨产品  开发配方设计、生产工艺及临床应用高级研讨会

2017-10-20~2017-10-22 
第 58 期食品微生物检验实际操作学习班—武汉 2017-10-21~2017-10-24 
第 59 期食品微生物检验实际操作学习班—广州 2017-10-21~2017-10-24 
2017（第三届）食品加工质量管理研讨会 2017-10-26~2017-10-27 
实验室菌种保藏及应用技术实操培训班 2017-10-28~2017-10-29 
2017 年 11 月份 
2017（第三届）食品加工质量管理研讨会 2017-11-02~2017-11-03 
FSMA《人类食品预防性控制》法规标准课程培训 2017-11-09~2017-11-11 
中国食品产业国际论坛 2017-11-11~2017-11-13 
国内外食品标签及食品营养标签相关法律法规-上海班 2017-11-16~2017-11-17 
第 61 期食品微生物检验实际操作学习班—烟台 2017-11-18~2017-11-21 
ISO IEC 17025:2005 实验室管理体系内审员(3 天)-苏州班 2017-11-22~2017-11-24 
IPM 综合虫害控制管理培训（2 天）-上海 2017-11-23~2017-11-24 
2017 年 12 月份 
BRC IOP(第五版)包装及包装材料全球标准内审员- 上海 2017-12-07~2017-12-08 
第 62 期食品微生物检验实际操作学习班—南京 2017-12-16~2017-12-19 
国内外食品标签及食品营养标签相关法律法规-合肥班 2017-12-18~2017-12-19 
关于举办“保健食品研发创新研讨会”的预通知 2018-03-24~2018-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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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人才中心——食品行业权威的招聘服务平台和团队，近 10年实战经验，我们的服务注重细节，不断创新。

至今，项目制招聘服务国内外 200 多家企业，客户满意度 95%以上。团队 90%为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力资源相关专

业，3年以上食品行业 HR、咨询或猎头工作经验。资深行业经理服务，为您提供行业综合解决方案。 

 

免费企业会员享受的服务： 

 

★ 注册免费（注册时请提交营业执照电子版） 

★ 免费发布职位 30个 

★ 查看或搜索求职者简历 

★ 接收求职意向、在线通知面试、足不出户网罗人才 

★ 多渠道宣传：微信公众平台招聘推广１次 网刊、微博推广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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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P 企业会员服务通道 

 

我们的优势： 

1. 食品行业权威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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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P 企业：杭州麦爽食品有限公司   急聘车间主任 
 

杭州麦爽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独立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快销类休闲食品公司（公司目前拥有“麦爽”、

“风顺”、“阿婆家的”以及“响吃”系列四大品牌，主要经营产品包括薯片、薯条、蒸蛋糕、麻薯、干吃汤圆以及

小福团等系列）。公司从 2001 年成立至今，已经实现了高度机械自动化生产，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公司产品畅销

全国各省、市、县的超市、卖场、士多店及网吧、KTV、高铁、机场等特供场所。公司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凭借良

好的产品质量，公司品牌被市场高度认可，有的品牌已经实现单品过亿的良好业绩。 

 

 
人才资讯： 

从容性面试技巧：什么人做事沉着冷静 

搜索模式开启！热爱食品的 FOODMAN，一起搞事吧！ 

当不了老板，那就做个职场的“小青柑” 

“一带一路”战略将给大学生就业带来哪些机遇？ 

微信推荐： 

对员工宽容的公司，未必都死掉了 

原来工龄这么重要，大部分食品人都不知道 

秋招｜这是一件有点烦人、但是更磨炼人的事 

收藏 | HACCP国家注册审核员 2016年题库 

食品伙伴网食品人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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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满满，粮票、资料统统送给你！食品人才中心求职微信群开通！ 

 

不少小伙伴在求职过程中想要有人指点一二，或者有什么新的招聘机会想及早获知，所以我们特别成立了食品人才

微信群！ 

当然了，顺便也有好礼相送！ 

 

福利一：加入微信群即可获得 10 个粮票 

如何加群？ 

加客服微信号带你进群（添加时注明论坛名称和您目前的工作方向） 

福利二：关注“食品人才中心”微信公众号即可获得职场资料包 

后台回复关键词“模板”，送您高大上简历模板 10份； 

后台回复关键词“敬业”，送您 2017 敬业调查报告； 

后台回复关键词“测评”，送您职业测评与分析； 

后台回复关键词“面试”，送您面试干货包。 

 

福利三：关注“食品人才中心”微信平台，客服将不定期给各位发送福利，更有职场互动话题小活动，奖品多多，

让您找不找工作都有收获！ 

 

悄悄说一下：近期正在整理实习资料包、外企面试资料包、食品质量资料包……多种实用资料，整理完毕会陆续送

给大家~ 

微信客服号 微信公众号 

 

 
添加客服微信号：foodmatehr 

进 食品人才交流群 
和国内最优秀的食品人才一起 

客服电话：0535-6730782   邮箱：job1@foodmate.net    客服 QQ： 196715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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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商城（mall.foodmate.net）是由食品伙伴网主导开发的食品行业实验室和生产物资在线采购平台，提供各

种实验室仪器、耗材、车间工器具、防护用品、食品快检等产品，产品涵盖实验室仪器设备、实验室耗材、食品以

及环境检测等多个产品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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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下烟台阜美商贸有限公司（简称阜美商贸）依托行业经验和专业知识，致力于提供食品微生物实验室配套解

决方案和 SC 认证所需实验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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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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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 

电话：0535-2129198          QQ：859605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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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址：http://mall.foodmat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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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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685533 
 
Email ：global@foodmate.com 
 

    联系电话：0535-2129197 
 

 

食品伙伴网国际站 Global Food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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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公告帖： 

金秋十月相约南京—2017（第三届）食品加工质量管理研讨会  
填问卷，赢红包，抽大奖-华为荣耀运动手环等你来拿！  
食品伙伴网食品抽检信息和标法查询 APP 上线啦。。。  
 

本周求助帖： 

请问这样分类配料表可以吗  
品名：精品××，尚品××，优品×× 可以用吗？  
固态调味品办 SC，求指点  
西印度樱桃可以用于添加到固体饮料吗？  
食品检验员  
配料表中食品数量写多了，能用笔改一下吗？  
这种情况需要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吗  
产品两天用一个生产日期可以吗  
现在食品能标非转基因字样吗？  
送检所得的“营养成分表”数值有问题，属于谁的责任？  
有机产品认证需要注意那些要点  
孕妇营养补充食品标准问题  
食品标签名称可以用“健康”二字吗？  
梅干菜里面的蜗牛如何处理干净  
固体饮料干燥  
原辅材料进货查验记录和原料验收记录的区别  
每份 200g 食品含蛋白质 0.8g,营养标签怎么标？  
腌制肉制品时是否需要加入冰水  
请问肥瘦肉油渣怎么炸出来才脆，且能保持 1 周都脆!  
清水蘑菇需要杀菌吗？  
拉丝蛋白泡发时掉渣，是什么原因？  
3a 香料违法么？怎么使用呢？兑水？兑油？兑粉？  
最近做的一款辣椒酱，油容易被氧化，腐败，该怎么解决呢？  
乳酸菌发酵猕猴桃风味  
酱卤肉怎么提高出肉率？  
本味淋  
求助延长保质期  
标签中的营养成分表如何计算  
关于原料事宜  
无菌室沉降菌标准  
实验室水的微生物检测  
3 级采样，做 5 个平行  
分装大米出厂报告项目要有哪些  

食品论坛热帖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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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含量比对实验  
关于委托加工标签的一些问题求教！  
我委托其他企业给我生产，可以不写我的公司地址吗？  
关于大包物料分装事情  
请问大家都使用污水处理设备了吗？  
 

本周讨论帖： 

又一起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南昌 121 名幼儿疑食物中毒  
健康证的问题  
标注日期早于实际生产日期一天，属于瑕疵？  
谈谈这仨月办 SC 证的经历  
生产许可范围及产品备案的冲突  
香皂净含量标示问题，欢迎讨论  
有营业执照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算无照经营吗  
作为质量人，你是否有同样的烦恼那？  
贴有标签的散装食品咋成了“三无产品”？  
声称”不含蔗糖”未将蔗糖予以标示  
遇到这样的领导你们怎么看  
短暂的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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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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内食品行业的门户网站。目前网站世界排名 13000 多位，网站每天访问人数

在 15 万-20 万人，独立 IP15 万以上，页面浏览量在 100 万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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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食品伙伴网创立了网络刊物－“食品网刊”，每周免费发布，目前已经发布了六百多期，订阅人数超

过 50000，面向食品行业内的科研人员、生产以及质量人员、食品企业经营人员、实验室化验室人员等，广受好评。 

 

    食品网刊现面向食品行业及上下游产业链诚招合作伙伴。 

 

    合作方式： 

 

    1.食品网刊广告业务：在网刊中开辟单独的页面，宣传企业及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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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foodmate.net 

 

    TEL:0535-2122172 

 

    FAX:0535-2129828 

 

    QQ：1530909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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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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频道——食品有意思等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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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万人，讨论帖子数接近 1000 万，日发帖量在 4000 以上。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2014 年食品伙伴网开始在移动端布局，先后上线了食品论坛、食品资讯、GB2760、2762、

2763 和兽药查询等手机客户端，安装量接近 10 万次；同时开通食品伙伴网、食品论坛、食品标法圈、食品人才、食

品实验室、食品研发与生产等微信公众号，目前微信粉丝量已突破 20 万，日阅读次数达 300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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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经发布了六百多期，订阅人数

超过 50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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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专业翻译服务；行业培训会议服务；食品行业人才服务；食品科普视频制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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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聚食品人。风雨十余载，我们以高科技为起点、以技术为核心、以强大的技术队伍为支撑，致力

于为政府、企业、个人提供高技术含量的各类信息服务方案、网站建设方案、系统平台搭建方案等，在行业内获得广

泛的赞誉和认同。未来，我们将继续秉承“创造、创新、服务、共赢”的经营理念，为食品行业提供更加专业化、个

性化、差异化的服务。真诚期待与社会各界精诚合作，共同推动食品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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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一扫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通世南路 229 号东和科技园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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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