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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中茶协发声明强烈谴责不实报道 

 
近日，一篇名为《【央视曝光】你喝的不是茶，而是毒药！》的文章在微信平台快速传播。文中称“我国 98%茶

树都喷农药，茶农都不敢喝自己种的茶”，并列举了 9 家知名的茶叶均含有至少 3 种农药残留。对此，中国茶叶流通

协会发布声明，表示该篇文章内容明显系人为拼凑。我国茶叶食品安全防控工作始终保持着较高水准，近年茶叶及相

关制品抽检合格率始终保持在 99%以上。且因为农药不溶于水，用茶叶固化物的超标来讲中国茶叶的农残超标显然不

科学。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注意到，在这篇名为《【央视曝光】你喝的不是茶，而是毒药！》的文章中，作者称

外国人不愿意买我们的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农药残留问题。文章详细叙述了央视记者与茶农的对话，并提到某品牌

绿茶、茉莉花茶和铁观音样本均含有农业部明令禁止在茶树上使用的高毒农药灭多威。昨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食事药闻”对此辟谣。 

  

  “中国食事药闻”表示，该文章拿 2013 年的报道视频放到文章里描述当下茶行业现状，属于移花接木。在茶园

中使用农药是正常的农业措施，问题是农药的品种、剂量和安全间隔期，只要按照规定采摘，经加工制成的茶叶产品

都是安全的。 

  

  此外，中国工程院茶界院士、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和国际茶叶协会副主席陈宗懋表示，农药绝大多数是脂溶

物，即农药是不溶于水的，也就是说农药不会溶于茶汤当中，因此，拿茶叶固化物的超标来讲中国茶叶的农残超标，

显然是不科学的。 

  

  当天，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也发布了《关于强烈谴责虚假不实报道，维护茶叶行业合法权益的声明》。该声明称，

近年来，按照国家食品安全战略的整体要求和部署，食药监、质检、工商、农业等部门、行业组织及各级地方政府、

企业、专业合作社、个体经营者和茶农均高度重视茶叶食品安全工作，使我国茶叶食品安全防控工作始终保持着较高

水准。据国家食药监总局近年组织开展的食品安全抽检结果显示，我国茶叶及相关制品合格率始终保持在 99%以上。 

  

  “经甄别，该篇文章内容明显系人为拼凑，有断章取义、造谣蛊惑之嫌疑，我会强烈谴责此种不良行为！ 目前，

我会已按程序向国家相关监管部门举报并提出处理建议。”声明中这样写道。此外，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还号召全体茶

叶企业、个体经营者切实提升茶叶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主动做到依法依标、科学规范、

安全生产、诚信经营，切实保证产品质。并呼吁有关单位、广大饮茶爱好者和消费者，切勿信谣传谣。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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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美国“奥利奥” 来合肥诉称被侵权 

“奥利奥”饼干是家喻户晓的食品，不仅在中国，“奥利奥”品牌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有很高的知名度。“奥利奥”

是美国新泽西的洲际伟大品牌有限公司（下称洲际公司）的品牌。近日，洲际公司委托律师来到合肥，将安徽同迈食

品有限公司（下称同迈公司）起诉至法院，洲际公司认为后者也使用“奥利奥”构成侵权，要求后者停止侵权，赔偿

351 万元。 3 月 5 日，合肥知识产权法庭开庭审理此案。 

  

  洲际公司认为，同迈公司在其薯片类产品的包装上面、各类宣传资料（包括宣传手册、价目表和手提袋）上面以

及网上宣传中未经授权使用标识“奥利奥”，侵犯了洲际公司对美术作品“奥利奥”享有的著作权，另外对方构成商

标侵权。同迈公司辩称，与洲际公司的“奥利奥”标识相比较，他们使用的“奥利奥”标识具有新颖性和独创性，从

字体、颜色、填充颜色、字体大小以及三个汉字的连贯性均不相同。同迈公司认为他们是合理使用商标，并非复制使

用洲际公司的标识，因此他们不构成侵权。法庭针对双方争议焦点进行总结归纳。此案未当庭宣判。 

 

           文章来源：安徽商报       

3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50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63.html


中国食品 
全国两会，这些热点值得食品人关注 

3 月 3 日，2018 年全国两会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食品历来备受瞩目。在今年两会上亮相

的河南食业家都有谁？围绕食品，代表委员们发出了哪些“好声音”？ 

  

  两会上的河南食业家 

  

  民以食为天，作为农业大省，河南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占全国的十分之一，食品行业已成为河南省重要的支柱

产业和经济增长点。在此次参加全国两会的 37位河南本土企业家代表中，食品及农副产品深加工业产生的全国人大

代表最多。 

  

  这里面既有全国“红枣第一股”好想你董事长石聚彬，也有国内速冻行业头部企业思念食品董事长李伟，还有众

品董事长朱献福和牧原股份董事长秦英林等。此外，科迪乳业董事长张清海、白象食品董事长姚忠良等也来自食品及

农副产品深加工业。 

  

  围绕食品，代表委员们说了啥？ 

 

  冷链物流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加快推进冷链物流行业发展 

  

  刘永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他共带来了六个提案，主要围绕精准产业扶贫、乡村振兴、冷链物流发展、

企业家精神等。 

  

  刘永好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高品质农副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大，而当前我国综合

冷链流通率低，导致农副产品在最终消费前损耗量大，且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为保障冷链物流行业的健康发展，刘永好提出了三个建议：第一，增加绿色通行证发放数量，放宽对生鲜农副产

品配送车辆的进城限制。第二，对冷链物流车通行实施优惠政策。第三，加大对大中型城市冷链物流相关设施的用地

支持。 

 

更多内容详见：全国两会，这些热点值得食品人关注  【两会专题】  

 

 

 

 
 

文章来源：中国食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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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蜂蜜为何会“冒泡”？嗜渗酵母惹的祸 

爱吃蜂蜜的朋友可能会发现，蜂蜜放久后表面会漂浮着一些气泡，这样的蜂蜜还能吃吗？近日，科信食品与营养

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国食品安全 30 人论坛专家钟凯博士撰文表示，蜂蜜产生气泡是因为微生物发酵，散装原蜜

常会出现这种现象。吃起来并没有大问题，只是口感会变差。 

  

  原蜜发酵现象普遍 微生物所致 

  

  蜂蜜中为什么会有微生物发酵？钟凯解释到，蜂蜜是蜜蜂从野外采集来的，因此原蜜（指蜂巢中的蜜）会含有微

生物，在生产过程中也可能受到微生物污染。 

  

  其实，原蜜发酵是很普遍的现象。钟凯援引福州某蜂场的检测数据提到，其春季采集的蜂蜜中 100%含嗜渗酵母，

夏季采集的也有 55%含嗜渗酵母。“不过蜂蜜中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都相对较少，因为它本身就有一定的抑制微生物

生长的作用。” 

  

  嗜渗酵母惹的祸：蜂蜜冒泡还会变味 

  

  由于蜂蜜糖分多、渗透压大，所以嗜渗酵母和耐高糖酵母两种微生物在蜂蜜中最为常见。 

  

  据了解，嗜渗酵母最喜欢的温度是 25-37度，在蜂蜜水分含量较高且温度适宜时可大量繁殖，发酵产生难以去除

的泡沫，是蜂蜜产生气泡的主要原因。并且它还会将蜂蜜中的蔗糖转化为乙醇，有时还可以将乙醇转化为乙酸，所以

会影响蜂蜜的口味。 

  

  “在超市选购蜂蜜的时候可以注意看一下，如果气泡很多可能是水含量较高，品质相对差一些。” 钟凯说。 

  

  消费者如果要向蜂农直接购买散装原蜜，一定要将蜂蜜放在阴凉通风处或冰箱冷藏。如果发现冷藏的蜂蜜产生结

晶大可不必担心，“那是葡萄糖，是正常现象，可放心食用。” 

  

  虽然嗜渗酵母只是影响蜂蜜质量，并不会引起食品安全问题，但在制定蜂蜜国家标准时，这一指标最终还是被纳

入了强制标准。2017 年国家和省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共有 33 个批次因此不合格。 

  

  如何控制发酵？控水+提高波美度 

  

  为了保证产品口味佳、品质好，商品蜂蜜会对酵母严格控制。 

  

  钟凯介绍，成熟的蜂蜜需要经过融化、去除晶体、过滤、低温真空浓缩等加工步骤，只要将水分含量控制在 18-

20%，波美度（比重单位，波美度越大，浓度越高，渗透压越大）达到 42 度以上，蜂蜜就不容易发酵。而波美度不到

42 度的蜂蜜可以作杀菌处理，比如在 55-63℃加热 10-15 分钟就可以杀死嗜渗酵母了。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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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买13 瓶营养胶囊索 10 倍赔偿 

职业打假人在武汉败诉 
明明知道所买的营养胶囊因客观原因未取得保健品批准文号，还花 3000 多元买了 13 瓶，然后起诉经销商企图获

得 10 倍赔偿金。4 日，长江日报记者获悉，这位职业打假人打错了如意算盘，终审法院以恶意诉讼为由驳回其诉讼请

求。 

  

  吃了胶囊恶心呕吐要求 10 倍赔偿 

  

  2015 年 10 月—11 月，市民王某在一家大药房分布在武汉三镇的 6 家连锁店先后购买了 13 瓶含有月见草成分的

营养胶囊。购买后，王某在一个月内吃了 1 瓶，出现恶心呕吐等情况。据悉，这些保健品从澳洲进口，由武汉一家生

物公司总经销。 

  

  2016年 8 月，王某以购买的营养胶囊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将总经销商生物公司和销售商大药房告上法院，要

求支付购买 13 瓶营养胶囊的 3000 多元费用，并支付 10 倍价款的赔偿金 3万余元。 

  

  未取得保健品批准文号事出有因 

  

  庭审中，王某认为，购买的营养胶囊没有取得保健品批准文号，不符合国家法规要求。且服用后身体出现异样，

理应获得经济赔偿。 

  

  总经销商生物公司则称，王某购买的营养胶囊进口时间为 2013 年年底，当时我国尚未有该营养胶囊的国家标准，

公司按照当时国家要求取得了进关的检验检疫合格证书。2016 年 7 月，我国《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正式施

行，规定保健品需进行注册或备案。这批营养胶囊没有取得保健品批准文号进行销售，不是该公司自身原因。 

  

  两三个月的剂量 1 个月就吃完 

  

  据悉，王某曾在全国多地花费 6 万余元购买该公司的 160 余瓶同款同批次营养胶囊，并以同样理由对该生物公司

和销售商提起 8 次诉讼，要求获取 10 倍赔偿金。 

  

  武汉法院经过两审终审认为，经销商未取得保健品批准文号的行为可适用法不溯及既往的法律原则。同时，按照

该胶囊的服用标准，服用 1 瓶的正常时间为 2—3 个月，王某 1 个月就吃完了，服用剂量有违常理。王某的行为已构

成恶意诉讼，驳回 10 倍赔偿的诉讼请求。 

  

更多内容详见：买 13 瓶营养胶囊索 10 倍赔偿 职业打假人在武汉败诉  

 

 

 

 
  文章来源：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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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咖啡伴侣”诉“咖啡伴旅” 

 称恶意傍名牌索赔百万元 
一家咖啡品牌给自己的植脂末产品注册了个商标，叫“咖啡伴旅”。为此，雀巢公司不乐意了，因为公众耳熟能

详的“咖啡伴侣”是雀巢公司用在植脂末产品上的注册商标。雀巢产品有限公司起诉昆明后谷咖啡销售有限公司商标

侵权一案近日在朝阳法院开庭审理。雀巢公司要求被告停止在产品包装上、销售、宣传中使用“咖啡伴旅”，并提出

索赔 100 万元。 

  

  在法庭上，雀巢公司的代理人称，“咖啡伴侣”是雀巢公司注册的中国驰名商标，拥有极高的知名度。而后谷咖

啡将一款植脂末产品注册为“咖啡伴旅”，有傍名牌的恶意。 

  

  但后谷咖啡的代理人却辩解说，两个商标存在一字之差，在构成和含义方面均不相同。“‘伴旅’并非固定词汇，

与‘旅伴’相关；而‘伴侣’为字典收录的固定词汇，指同在一起生活或出现的人或事物。”该代理人随后又说，在

他们看来，“咖啡伴侣”实际上已经成为咖啡用植脂末等类似商品的通用名称，而且“咖啡伴侣”商标直接表示出了

此类商品的功能和用途。 

  

  “老百姓都是以咖啡伴侣代指植脂末产品。如果提品牌的话一定是说买雀巢牌的咖啡伴侣，不会说买咖啡伴侣牌

的咖啡伴侣。对普通消费者来说，咖啡伴侣就是跟咖啡一起喝的东西。” 被告代理人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想证实

只有 3.4%的人提到“咖啡伴侣”会联想到“雀巢”。 

  

  雀巢公司代理人向法庭提交了在京东商城搜索“植脂末”的显示结果，以证明植脂末的品牌其实有很多，“咖啡

伴侣”只是其中最知名的一个。其在中国商标网上搜索植脂末的商品，显示有 87件，也能证明市场上有众多的植脂

末品牌。雀巢公司认为，被告的很多说法是在断章取义。“对方销售量巨大，给原告的品牌造成巨大伤害，希望法官

支持我方请求。” 

  

  当日庭审因双方均没有接受法庭调解的表示，法庭不再主持调解，此案将择日宣判。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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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篡改生产日期卖过期食品？ 

郑州永辉超市熟食“不新鲜” 
“永辉超市里面卖的熟食，保质期只有一到两天，如果守规矩肯定新鲜，可内部人说他们老是篡改生产日期。”

近日，市民赵先生致电“大象帮办”记者，质疑永辉超市的熟食有问题。 

  

  3 月 2 日，赵先生带着记者，选取了郑州一家永辉超市进行暗访，试图解开心中疑虑。然而，暗访结果显示，作

为上市公司的永辉超市，疑似存在篡改生产日期、销售过期食品的现象。 

  

  超市熟食是否新鲜？销售员称“还热乎着” 

  

  熟食品保质期通常只有一至两天，永辉超市是否真的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售卖不完过期就撤下处理？带着这一疑

问，“大象帮办”记者和赵先生暗访了在郑州拥有十余家店面的永辉超市。 

  

  3 月 2 日晚，赵先生和记者来到了位于郑州市中州大道与航海路交叉口一站广场内的永辉超市，在超市内部的熟

食区，记者看到，大部分熟食属于肉类，有烧鸡、肘子、酱牛肉和鱼块等食品，保质期最多两天。当记者询问时，销

售员称“摆出来卖的熟食都是新鲜的，有些还热乎着”。 

  

  记者从永辉超市的商品标签上看到，炸鱼块的保质期是 2 天，而烧鸡的保质期只有 1 天。为验证销售员的说法是

否属实，并测试食品是否会隔夜销售，在超市即将下班、烧鸡无人问津的情况下，赵先生将新购买的粉丝折成大拇指

长，分别放入一个炸鱼块和一只烧鸡里，并进行了拍摄取证。 

  

  篡改食品生产日期？永辉熟食“不新鲜” 

  

  3 月 3 日上午 8 点左右，一站广场永辉超市刚开门不久，记者和赵先生便再次来到该超市熟食区，看到前一天用

粉丝标记的炸鱼块还放在食品盘中，遂将这个鱼块买走。 

 

可接下来的事情，让赵先生和记者感到尤为吃惊。当销售员将这些鱼块包装起来并贴好标签后，记者看到标签上

的生产日期为“2018 年 3 月 3 日”，而根据赵先生的标记，这里面的炸鱼块最少是前 1 天生产的。当记者问起鱼块是

否新鲜时，销售员的回答很肯定：“新鲜”。 

 

那么，保质期只有一天的烧鸡还在不在？3 月 4日下午 6 点左右，记者和赵先生再次来到永辉超市，在熟食品区

域，眼前的一幕让记者震惊了：2 天前放入粉丝的烧鸡竟然还在销售，为了不让其他的消费者购买到这只过期烧鸡，

赵先生当场将其买走。随后，赵先生在购买的食品标签上看到，该烧鸡的保质期只有 1 天，生产日期写着：2018年 3

月 4 日。 

  

更多内容详见：篡改生产日期卖过期食品？郑州永辉超市熟食“不新鲜” 

 

文章来源：映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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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2月食药总局通报2997批次食品抽检情况 

27 批次检出不合格 
食品伙伴网讯  据统计，2 月份国家食药监总局共公布四期食品抽检信息通报，涉及 2997 批次食品的抽检情况，

有 27 批次检出不合格。其中，仅针对春节热销食品进行的一次抽检中，就有 18 批次检出了不合格。 

  

  统计显示，27 批次不合格食品包括粮食加工品，肉制品，饼干，乳制品，饮料，特殊膳食食品，酒类，食用油、

油脂及其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水果制品，保健食品，方便食品 12 大类。其中，肉制品最多，有 8 批次，约

占总不合格样品的三分之一。 

 

12大类食品不合格数量 

 

      这些产品检出不合格的原因涉及：不符合产品包装明示值；微生物指标不合格；过氧化值超标；酸价/酸值超

标；酒精度过高或过低；真菌毒素超标；超范围或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等。其中，菌落总数、霉菌、大肠菌群等微

生物指标检出不合格的情况最多，约占了四成。微生物指标不合格说明产品已受到微生物的污染，消费者食用微生物

超标的食品，易产生呕吐、腹泻等症状，引起痢疾等肠道疾病，危害人体健康安全。 

 

产品检出不合格的原因 

 

     更多内容详见：2 月食药总局通报 2997 批次食品抽检情况 27 批次检出不合格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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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烧烤店收取顾客“炭位费”2 万称是惯例，

被没收所得并罚 3 万 
餐馆该不该收“筷子费”，不久前，这一老话题经媒体报道后再次引发热议。 

  

  3·15 前夕，黑龙江省鸡西市工商局公布一起典型案例，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权威答案：2017 年，一烧烤店因向

来店就餐的消费者收取“炭位费”，被该局罚款 3 万元。 

  

  收“炭位费”被举报 

 

  店主称炭是花钱买来的 消费者付费天经地义 

  

  2017年 3 月，一消费者来到鸡西市工商局举报，称在市区一家烧烤店用餐后，结账时被强行按就餐人数收取了“炭

位费”。 

  

  工商执法人员随后对该烧烤店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该店的结账单据上明确标有“炭位费”的收费项目、金额，

但店堂及菜单上却并没有标示烤肉的炭为有偿使用。执法人员当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 

  

  调查过程中，店主对工商人员的执法表示不解，认为“炭是花钱买来的，消费者烤肉使用了炭，就得付费，天经

地义”。 

  

  工商机关通过现场提取结账单据、菜单等相关证据后，基本认定其存在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的事实，在调取

关键证据电脑资料“炭位费销售汇总表”时，当事人拒绝配合，调查陷入僵局。 

  

  在教育引导无果的情况下，执法人员明确告知当事人，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六十

条规定，如拒绝、阻碍依法执行公务，公安机关可以给予其治安处罚。在法律的震摄下，店主最终配合了调查。 

  

  俩月收了 2 万元“炭位费” 

 

  没收违法所得 加罚 1.5 倍 两项合计 5 万元 

  

  经查，X烧烤店自 2017 年 1 月 1 日开始，向来店就餐的消费者按每位 1 元的标准收取“炭位费”，且在用餐前未

明确告知，而是在结账时直接收取。至工商机关检查时止，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共收取“炭位费”2 万元，违法所得数

额较大。 

  

更多内容详见：烧烤店收取顾客“炭位费”2 万称是惯例，被没收所得并罚 3 万 

 

 

文章来源：中国消费者报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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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上海：男子购 18 瓶酒后发现是假酒， 

又买 24 瓶上诉法院获赔近 4 万 
首次购买酒水发现异常后，郑岩又去该专卖店买了数瓶同款酒水。 

  

  后经鉴定，专卖店销售的该白酒为假冒品。郑岩遂将酒水专卖店告上法庭，要求退还货款，并赔偿货款三倍的赔

偿金。近日，上海市宝山区法院审理了此案，判决支持了郑岩的诉请。 

  

  据法院透露，2016年 12 月 9 日，郑岩在宝山区某酒水专卖店花费 5400 元购买了 18 瓶江苏省某知名品牌白酒。

回到家后，郑岩发现这 18 瓶白酒外包装上的商标和手感都与自己以往购买的不同，他怀疑该酒水专卖店卖的是假货。 

  

  四天后，郑岩再次到该酒水专卖店购买了 24 瓶同款白酒，并向宝山区酒类专卖管理局进行举报。宝山区酒类专

卖管理局接到举报后，委托生产该白酒的江苏省某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对郑岩购买的白酒进行鉴定。 

  

  经鉴定，郑岩购买的白酒确为该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某知名白酒的假冒品。 

  

  2017年 2 月，郑岩将该酒水专卖店告上了法庭，要求退还货款 12600 元并赔偿 37800 元，同时向法院提交了 pos

机刷卡回执单、购物收据、购买白酒时的照片、产品鉴定报告等作为证据。酒水专卖店经法院合法传唤后未到庭参加

诉讼，也未作答辩。 

  

  宝山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中，酒水专卖店以假充真向郑岩销售假冒某知名品牌白酒，可以认定被告酒水专

卖店的行为构成欺诈，郑岩的请求符合相关法律规定，遂予以支持。 

  

  法官认为，本案中，如果说郑岩第一次至酒水专卖店购买白酒是自用，那么其第二次购买同款白酒的行为，单纯

从数量上看就已超出了自用的可能，而后来经法院查明，郑岩在购买这些白酒后并未食用，而是用于投诉、举报和索

赔，这是典型的“知假买假”。 

  

  对于“知假买假”行为如何处理，“知假买假者”是否具有消费者身份的问题，目前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争

议。 

  

  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

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

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这意味着，在食品、药品领域，消费者即使明知商品为假冒伪劣仍然购买，并以此诉讼索赔时，人民法院不能以

其知假买假为由不予支持。而法律之所以这么规定，目的就是对食品药品领域的制假售假现象形成高压态势，调动消

费者的力量参与对食品药品领域制假售假现象的遏制和打击。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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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发布 

关于聚乙烯等4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 

征求意见 
根据《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行政许可管理规定》和《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申报与受理规定》要求，聚乙烯等 4 种

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已通过专家评审委员会技术审查，现公开征求意见，请于 2018 年 4 月 5 日前将意见反馈至我中

心，逾期将不予处理。 

  

  联系人：张泓、朱蕾 

  

  电话：010-52165471，010-52165427 

  

  传真：010-52165424 

  

  邮箱：zqyj@cfsa.net.cn 

  

  附件 聚乙烯等 4 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公告草案和有关情况说明.pdf 

  

  扩大使用范围的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 

  

  聚乙烯 

  

  二氯二甲基硅烷与二氧化硅的反应产物 

  

  水合铝酸碳酸镁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新品种: 

  

  N,N,N-三甲基-3-[(1-氧代-2-丙烯-1-基)氨基-1-丙基氯化铵与乙烯胺和丙烯酰胺的聚合物盐酸盐(1:1) 

  

 

 

 

 

 

 

 

 

  文章来源：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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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依法备案 

行业标准389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备案公告 2018 年第 2 号（总第 218 号）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依法备案行业标准 389项，现予以公告（见附件）。 

  

  国家标准委 

  

2018-03-01 

食品伙伴网备注：食品相关标准列表如下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代替标准号 批准日期 实施日期 
标准主管部

门 

1 
GH/T 1141-2

017 

蜂蜜及其制品酸度的测

定 电位滴定法 
  2017-12-20 2018-03-01 

中华全国供

销合作总社 

2 
GH/T 1142-2

017 
辣木叶质量等级   2017-12-20 2018-03-01 

中华全国供

销合作总社 

3 
LS/T 1709-2

018 

粮食信息分类与编码 储

粮病虫害分类与代码 

LS/T 1709-2

004 
2018-01-08 2018-03-01 国家粮食局 

4 
LS/T 1714-2

018 

粮油仓储设施标识编码

规则 
  2018-01-08 2018-03-01 国家粮食局 

5 
LS/T 1814-2

018 
粮食电子地图 地理要素   2018-01-08 2018-03-01 国家粮食局 

6 
LS/T 1815-2

018 
粮食电子地图 图示表达   2018-01-08 2018-03-01 国家粮食局 

7 
LS/T 1816-2

018 
粮食仓储数据元 熏蒸   2018-01-08 2018-03-01 国家粮食局 

 

LS/T 1817-2

018 

粮仓远程视频监控系统

技术规范 
  2018-01-08 2018-03-01 国家粮食局 

9 
LS/T 1818-2

018 

多模式储粮害虫及防治

信息交互接口 
  2018-01-08 2018-03-01 国家粮食局 

10 
LS/T 1819-2

018 

粮食流通电子标识数据

规范 
  2018-01-08 2018-03-01 国家粮食局 

11 
LS/T 1820-2

018 

粮食大数据资源池设计

规范 
  2018-01-08 2018-03-01 国家粮食局 

12 
JB/T 13328-

2017 
挤奶设备 电子脉动器   2017-11-07 2018-04-01 

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

能源局 

13 
JB/T 10285-

2017 
食品真空冷冻干燥设备 

JB/T 10285-

2001 
2017-11-07 2018-04-01 

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

能源局 

 

文章来源：国家标准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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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总局关于 8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

（2018 年第 47 号） 
近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抽检饼干、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糕点、水产制品、蔬菜制品和冷冻饮品

等 6 类食品 436 批次样品，抽样检验项目合格样品 428 批次，不合格样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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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批次，不合格样品 1 批次。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29 批次，不合格样品 2 批次。糕点 111

批次，不合格样品 3 批次。水产制品 68 批次，不合格样品 2 批次。蔬菜制品 157 批次，冷冻饮品 40 批次，均未检出

不合格样品。 

  

  二、不合格产品情况如下： 

  

  （一）沃尔玛华东百货有限公司上海宝山一二八纪念路分店销售的标称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经销的巧克

力味威化卷饼干（原产国：印度尼西亚），过氧化值（以脂肪计）检出值为 0.55g/100g，比国家标准规定（不超过 0.

25g/100g）高出 1.2 倍。初检机构为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复检机构为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二）家乐福自营〔经营者为家乐福（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家乐福（网站）销售的标称中林森林科技（深

圳）有限公司委托伊春市鑫旺山特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开心果和扁桃仁，霉菌检出值均为 50CFU/g，比国家标准

规定（不超过 25 CFU/g）均高出 1.0 倍。检验机构为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三）上海新欧尚超市有限公司人民店销售的标称杭州顶园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法式蛋糕（浓情巧克力味），菌

落总数 5 次检出值分别为 1.1×10
4
CFU/g、3.9×10

4
CFU/g、1.7×10

4
CFU/g、2.0×10

4
CFU/g、1.9×10

4
CFU/g，不符合

国家标准规定的菌落总数 5 次检测结果均不得超过 10
5
CFU/g 且至少 3 次检测结果不超过 10

4
CFU/g。检验机构为上海市

食品药品检验所。 

  

  （四）天猫 abd 食品旗舰店（经营者为广东巧卖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在天猫（网站）销售的标称广东巧卖品牌管

理有限公司委托广东隆盛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雪娘冰榴莲，菌落总数 5 次检出值分别为 1.4×10
4
CFU/g、5.3×10

2
CFU

/g、1.3×10
4
CFU/g、4.8×10

3
CFU/g、2.7×10

4
CFU/g，不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菌落总数 5 次检测结果均不得超过 10

5
C

FU/g 且至少 3 次检测结果不超过 10
4
CFU/g。检验机构为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五）浙江永辉超市有限公司海宁新苑路分公司销售的标称东莞市西灵子食品贸易有限公司代理台湾可欣食品行

制造的河马莉特脆薯条（烧烤味，原产地：台湾），过氧化值（以脂肪计）检出值为 0.33g/100g，比国家标准规定（不

超过 0.25g/100g）高出 32.0%。检验机构为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更多内容详见：总局关于 8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18 年第 47 号） 

  
 
 

文章来源：国家食药监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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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关于食品工业用 

酶制剂新品种果糖基转移酶（又名β-果糖基 

转移酶）和食品添加剂单，双甘油脂肪酸酯

等 7种扩大使用范围的公告 2018 年第 2号 

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审评机构组织专家对食品工业用酶制剂新品种果糖基转移酶（又名β-果糖基转移酶）

和食品添加剂单，双甘油脂肪酸酯等 7 种扩大使用范围的品种安全性评估材料审查并通过。 

  

  特此公告。 

  

  附件：1. 食品工业用酶制剂新品种果糖基转移酶（又名β-果糖基转移酶） 

  

  2.食品添加剂单，双甘油脂肪酸酯等 7 种扩大使用范围的品种 

  

  国家卫生计生委 

  

  2018年 2 月 13 日 

  

  附件 1 食品工业用酶制剂新品种果糖基转移酶（又名β-果糖基转移酶）  

 

Fructosyl transferase酶 来源 供体 

果糖基转移酶（又名β-果糖基转移酶）Fructosyl transferase 米曲霉 Aspergillus oryzae — 

  

注：果糖基转移酶（又名β-果糖基转移酶）的质量规格要求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 食品工业用

酶制剂》（GB1886.174-2016）的规定。  

 

    附件 2  食品添加剂单，双甘油脂肪酸酯等 7 种扩大使用范围的品种 

  

序号 名称 功能 食品分类号 食品名称 
最 大 使 用 量

（g/kg） 
备注 

1. 
单，双甘油

脂肪酸酯 
被膜剂 

04.01.01.02 经表面处理的鲜水果 按生产需要适量

使用 
— 

04.02.01.02 经表面处理的新鲜蔬菜 

2. dl-酒石酸 酸度调节剂 05.02 糖果 18.0 以酒石酸计 

3. 
可溶性大豆

多糖 
增稠剂 15.02 配制酒 5.0 — 

4.   亮蓝 着色剂 04.03.02.03 腌渍的食用菌和藻类 0.025 以亮蓝计 

 

    更多内容详见：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关于食品工业用酶制剂新品种果糖基转移酶（又名 β-果糖基转移酶）和食

品添加剂单，双甘油脂肪酸酯等 7种扩大使用范围的公告 2018 年第 2号 【解读】 

             文章来源：国家卫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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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南非查明李斯特菌疫情源头 

南非卫生部部长阿伦·莫措阿莱迪 4 日说，南非李斯特菌疫情的源头是当地一家知名食品公司生产的猪肉肠。 

  

  莫措阿莱迪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检测结果显示，这次李斯特菌疫情暴发的源头是企业食品公司位于林波波省

波洛夸内的工厂生产的一种猪肉肠。企业食品公司是南非知名食品公司“虎牌”旗下企业。 

  

  此外，企业食品公司位于约翰内斯堡附近的另一家工厂和彩虹鸡肉公司位于自由州省的一家工厂也可能与此

次疫情有关。这些工厂生产的产品包括即食猪肉香肠、维也纳香肠、俄罗斯香肠等。 

  

  莫措阿莱迪警告说，除这些香肠外，其他品种的香肠以及即食肉类也有可能受到污染。因此，零售商应当立

即清理冷柜、切肉机并把即食肉类单独包装和存放。消费者最近应该避免食用这类食品。消息公布后，南非主要

零售商宣布立即将这两种品牌的香肠下架。 

  

  统计数据显示，从 2017 年 1 月到今年 3 月 2日，南非已经确诊 948例李斯特菌感染病例，其中 180 人死亡。 

  

  李斯特菌是常见致病菌，分布广泛，适应能力强，能在冰箱冷藏室低温环境下存活。老年人、孕妇和慢性病

患者等免疫力较差人群最易感染，病情严重时可致人死亡。 

 

      相关报道：南非李斯特菌病疫情已造成 172 人死亡 

 

 

 

 

 

 

 

 

 

 

 

 

 

 

 

 

  文章来源：新华网 

16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8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09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09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80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2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18/02/458564.html


国际食品 
津巴布韦：蘑菇中毒致 10 人死亡 

由于误食毒蘑菇，津巴布韦一户大家庭日前集体中毒，已导致１０人死亡。 

  

  据津巴布韦媒体６日报道，食物中毒事件２月２８日发生在该国中部省的姆贝伦瓜地区。这户有１４口人的

大家庭在食用野生蘑菇后集体中毒，当天有３人死亡，其他人被送往津第二大城市布拉瓦约救治。此后几天又有

７人陆续不治身亡，４人仍在治疗中。 

  

  当地医生提醒民众不要随意采摘野生蘑菇或购买街头无证摊贩销售的蘑菇，以免造成中毒危及生命。 

  

  目前津巴布韦正值雨季，野生蘑菇生长旺盛。由于一些民众缺乏甄别能力，误食毒蘑菇事件时有发生。 

 

 

 
 
 
 
 
 
 
 
 
 
 
 
 
 
 
 
 
 
 
 
 
 
 
 
 
 
 
 
 

   文章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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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澳大利亚 10 余老人因食甜瓜感染细菌 

3 人死亡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卫生厅 2 日证实，澳大利亚数个州的 15 名老人近期感染李斯特菌，其中 3 人已死亡。

大多数患者被确认食用了受李斯特菌污染的甜瓜。 

  

  这 15 人中，两名新南威尔士州患者本周早些时候死亡。新南威尔士卫生厅 2日证实又有一名患者死亡，系维

多利亚州居民。 

  

  新南威尔士卫生厅一名发言人告诉澳大利亚联合新闻社，15 名患者系塔斯马尼亚、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等

州居民。最近一个病例于 2 月 22 日确诊。 

  

  新南威尔士卫生厅传染病主任薇姬·谢皮尔德 2 日发布声明说：“15 名患者均系老年人，他们大多有严重的

潜在健康问题。我们能确认其中 13人病发前食用了甜瓜。” 

  

  卫生部门说，所有受李斯特菌污染的甜瓜已下架。 

  

  新南威尔士州食品安全部门证实，涉事甜瓜来自新南威尔士一个种植户。涉事甜瓜的生产企业已停产。 

  

  谢皮尔德在声明中说：“易感染李斯特菌的人群应把 3 月 1 日前购买的甜瓜扔掉”。 

  

  老人、孕妇、婴儿及免疫力低下人群食用受李斯特菌污染的食物后可能患病甚至有生命危险，初期症状与流

感类似。 

 

 

 

 

 

 

 

 

 

 

 

 

 
 
 
 

  文章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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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洛杉矶圣盖博中餐馆发现老鼠屎 

被强制关闭整顿 
据美国侨报网编译报道，近日，因为在美国圣盖博市一家中餐馆发现啮齿类动物的粪便，一名健康检查员强

制令其关闭。 

  

  洛杉矶县公共卫生部门的报告显示，2 月 21 日，一名健康检查员造访了圣盖博名为美味屋（Tasty Choice）

的中餐馆，结果发现该餐馆内“地板上、储藏架下以及冷藏库里”超过 15 处地方有老鼠屎。 

  

  另外，该报告中还说，该餐馆内饮料冷柜下面的地板上还有超过 10 处老鼠屎。这家餐馆得到 81 分，被勒令

关闭。 

  

  该餐馆会保持关闭，直到另外有检查确认所有问题得到解决。 

  

  如果一家餐馆因为蟑螂、老鼠或者苍蝇，以及污水或者缺少流水设备等问题被勒令关闭，那么这家餐馆会在

违反卫生规定被扣除 4分的基础上再额外扣掉 7 分。任何时候，如果发现存在两种重大危害健康的现象，比如不

安全的食品温度等，那么涉事餐馆在检测中还会被多扣掉 3 分。 

  

  另外，在罗兰岗（Rowland Heights）还有两家餐馆因为类似问题被勒令关停，分别是神户拉面（Kobe Ramen）

和湖南餐馆（Hu Nan Restaurant）。 

 

 

 

 

 

 

 

 

 

 

 

 

 

 

 

 

 

 

文章来源：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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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新西兰将中餐馆错评“最脏餐馆” 

老板：声誉受损 
    据新西兰先驱报中文网报道，由于新西兰奥克兰市议会系统出错，误将一家食品卫生等级为 A 级的中餐馆评

为 D 级。这家中餐馆的经营者表示，餐厅的生意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这家餐厅是位于奥克兰 Howick的一品香上海菜馆（Yi Pin Xiang Shanghainese Restaurant），其经营者为

Peter Chun。他说，餐厅的生意至少下降了 30%，并且持续收到取消订单的通知。“食品卫生对很多人来说都很重

要，所以他们一般会上网查一下。” 

  

  Chun 说，尽管市议会已经为其发布了正确的评级证书，但是一些中文网站仍然显示他们的餐厅等级为 D。“我

担心的不仅仅是经济损失，还有我们的声誉。” 

  

  据悉，Chun 的餐厅从 2014 年一直营业至今。Chun 谈到，“我复印了 A 级证书的副本，在餐厅里放了好几份。

但有些人在华人社交媒体上说，我的证书是伪造的。” 

  

  奥克兰市议会已经向几家误评为 D 级的餐厅道了歉。但是餐馆协会认为，这个错误导致餐厅蒙受经济损失，

仅仅道歉是不够的。 

  

  市议会已经承认，他们错误地将至少两家餐厅划错了等级。 

  

  餐馆协会首席执行官 Marisa Bidois 表示：“如果餐厅被发布了不正确的评级，我认为对其业务的影响将是

重大的，最终可能会导致经营者完全没有生意。” 

  

  据悉，奥克兰大约有 8900 家餐厅，奥克兰市议会对所有餐饮服务业场所发放 “食品卫生等级证明”，分别

是 A, B, D或 E。 

  

  评分为 D 的餐厅，将在评级 2 个月后重新接受检查；评级为 E 的餐厅，由于就餐风险很高，在整改完成之前，

这些餐厅必须关闭。 

 

 

 

 

 

     

 

 

 

文章来源：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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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意大利一中餐馆原料储存不当 

700 公斤食品被销毁 
据意大利欧联网报道，日前，意大利普拉托警方对当地的一家中餐馆进行了突击检查。检查中，该餐馆因食

品加工原料储存不当，被警方处以 4500 欧元罚款，所涉及的 700 余公斤问题食品被警方查扣并销毁。 

  

  据报道，普拉托警方、劳动监察和卫生检疫部门，对该中餐馆的食品冷冻设备、厨房卫生环境及物品的分类

情况，逐一进行了核查。 

  

  检查人员发现，该中餐馆的待加工冷藏食品存在严重的混放现象，食品全部堆放在同一冷藏柜或冰箱内，违

反了餐饮业食品分类储藏的规定。 

  

  警方决定对涉事餐馆进行罚款处理，并责令该餐馆限期整改，不规范储藏的食品由卫生检疫部门销毁。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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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日本自主召回 5 万 6 千盒奶粉 

食品伙伴网讯 3 月 6 日，据日媒报道，日本朝日集团和江崎格力高集团旗下的 Icreo 公司共同发表消息称：

因商品袋中充入的抗氧化的氮气量不足，不能保证赏味期限，自主召回 2 个公司售卖的 5 万 6158 盒 stick条状包

装奶粉。朝日集团受了 Icreo 公司的生产委托，在枥木县的工厂生产奶粉。该奶粉即使饮用也不会危害健康。 

  

    召回对象：朝日集团生产的 3种产品，共计 4 万 5266盒。“Levens milk Yes Yes Stick Pack”（赏味期限：

2019 年 7 月 17 日～8 月 11 日）、“Levens milk yes yes sample”（赏味期限：2019 年 7 月 14 日）、“Follow-up 

milk gun gun stick pack”（赏味期限：2019 年 7 月 11 日～8 月 17 日）。Icreo 公司生产的 2 种产品，共计 1 万

892 盒。“Follow-up milk stick type”（赏味期限：2019 年 7 月 21 日～24 日）、“Follow-up milk stick type 

sample”（赏味期限：2019 年 7 月 18日～7 月 25日）。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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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美国发生低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食品伙伴网讯  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消息，近日，美国农业部向 OIE 报告称，2018年 2 月 26 日，美

国一家农场发生 H7N1 低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本次疫情于 2018 年 3 月 3 日得到确认。事发地位于美国密苏里州贾斯珀县。 

  

  经实验室检测发现，具体发病情况如下： 

  

  受影响动物数量 

品种 疑似病例 病例 死亡 销毁 宰杀 

家禽 20000 * 0 0 0 

  

  疫情统计 

品种 发病率 死亡率 病死率 动物损失率 

家禽 *   0.00% * 0.00% 

  

  目前疫情仍在继续，美国将每周发布疫情报告。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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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美国修订春雷霉素在樱桃、核桃中的 

最大残留限量 
食品伙伴网讯  据美国联邦公报消息，近日，美国环保署发布条例，修订春雷霉素（Kasugamycin）在樱桃、

核桃中的最大残留限量。 

  

  新条例自 2018 年 3月 6 日起生效，相关人员需在 2018年 5 月 7 日之前提交意见。 

  

  本次限量申请由美国 IR-4 项目组按照《联邦食品、药品与化妆品法案》（FFDCA）提出。 

  

  美国环保署对春雷霉素开展了风险评估，分别评估了其毒理性、致癌性以及对婴幼儿的影响，最终认为按照

以下限量使用是安全的。 

  

  具体限量如下： 

商品 限量（ppm） 

樱桃亚组 12-12A 0.60 

核桃 0.04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24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6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70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480.html


国际预警 
2018年2月美国FDA自动扣留我国食品

情况（2 月汇总） 
食品伙伴网讯   据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 ）消息，近日，美国 FDA 更新进口预警措施（import alert），

对我国 8 家企业的出口产品实施自动扣留，涉及产品为大米蛋白、葡萄干、咸鸭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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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8 2018-2-1 广东广州 Canada Fair Trad

ing Co ltd 

葡萄干 霜霉威 

45-02 2018-2-13 江苏泰州 Jiangsu Maochun 

Food Co., Ltd. 

咸鸭蛋 标签上的硫酸

铜 

16-81 2018-2-14 广西北海 

Beihai Evergreen

 Aquatic Product

 Science&Technol

ogy Co., LTD 

冷冻罗非鱼 沙门氏菌 

16-81 2018-2-14 广东肇庆 

ZHAOQING EVERGRE

EN AQUATIC PRODU

CT SCI&TECHNOL. 

CO.,LTD 

冷冻罗非鱼 沙门氏菌 

54-16 2018-2-15 广东广州 HENGS JEWELLRY L

TD 

减肥咖啡 西地那非 

99-38 2018-2-26 安徽宿州 

Anhui DangshanBe

ijiafu Foodstuff

s Co., Lt） 

谷物产品、冰淇

淋、肉类等 
不卫生 

99-08 2018-2-28 安徽滁州 Anhui ShunxinShe

ngyuan Biologica

l Food Co.,Ltd 

大米蛋白 稻瘟灵、二苯胺 

99-39 2018-2-28 辽宁大连 Dalian Hualian F

ood Co., Ltd. 

冷冻金枪鱼水

饺 

标签过敏原、营

养成分表、配料

表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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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2018 年 3 月加拿大 CFIA 强制检查清单

内的中国水产品信息 
食品伙伴网讯   据加拿大食品检验局（CFIA）消息，近日加拿大食品检验局更新强制检查清单列表，通报我

国一家水产品企业。 

  

  据了解，这家企业为日照名邦食品有限公司（RIZHAO MINGBANG FOOD CO., LTD.）。 

  

  具体通报情况如下： 

产品类型 生产商 产品 不合格原因 
强制检查日

期 

最近一次退

货日期 
通关数量 

包装容器描

述 

即食 RIZHAO MIN

GBANG FOOD

 CO., LTD. 

所有产品 净含量 2018-3-6 * * * 

非即食 RIZHAO MIN

GBANG FOOD

 CO., LTD. 

所有产品 净含量 2018-3-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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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 9 周） 
食品伙伴网讯  据欧盟官方网站消息，在 2018年第 9 周通报中，欧盟 RASFF 通报中国食品及相关产品（不包

括港澳台）有 5 例。 

  

  具体通报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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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6 瑞典 红豆蛋糕 2018.0504 检出乳成分-

酪蛋白 

未分销，召回 预警通报 

2018-2-27 英国 花生 2018.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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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8 意大利 花生 2018.0532 黄曲霉毒素

超标 

产品未在市

场销售，再次

派送 

拒绝入境通

报 

2018-3-2 比利时 密胺盘 2018.0544 三聚氰胺迁

移量超标 

未分销，发布

公众警报 

预警通报 

2018-3-2 比利时 铝比萨刀 2018.0549 镍迁移量超

标 

限制入境，官

方扣留 

信息通报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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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南农大教授让梨树结出“红苹果” 

在南京农业大学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浦试验基地里，有几株正在开花的梨树不同一般，到 8月中旬挂果时节，

树上会结出“红苹果”。梨树结“苹果”，这可是个稀奇事，记者 3月 7 日来到南农大一探究竟。 

  

  南京农业大学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梨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张绍铃教授介绍，这树上结的看起来

像苹果，实际上却是货真价实的梨。这是由南农大梨中心选育出的梨新品种——“宁霞”。“宁霞”果实呈扁圆形，

果肉细嫩多汁，酸甜可口，无论外形还是口感都像苹果。 

  

  张绍铃教授告诉记者，这种果皮着色的“红梨”在我国目前还比较少，而且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及西南高原地

区，多年前，梨中心就尝试将红皮梨品种引到南京地区种植，但由于雨量湿度大、光照不足等环境条件限制，结出

的果实不但没有红润的皮色，口感也又酸又涩。 

  

  为了让江南地区的消费者也能吃上好看又好吃的红梨，张绍铃教授带领团队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红梨选育之路，

在跑遍了大江南北、尝遍了上千个梨品种和优系之后，终于发现了最佳亲本组合“满天红”和“丰水”，并从该组

合得到的 2万多个杂交后代中筛选出了 1 个内外品质皆优、且适合江南地区栽培的红皮梨新品种，命名为“宁霞”。 

  

  新品种育成后还要以根系抗涝、抗病能力强、易成活的豆梨为砧木进行嫁接、试栽，在上市之前还要经过长达

数年的观察、评估，包括各地区的适栽性、稳定性等。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宁霞”就能与江南地区的消费者们见

面了。 

 
 
 
 
 
 
 
 
 
 
 
 
 
 
 
 
 
 
 
 
 

 文章来源：江苏经济报 
28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72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06.html


食品科技 
科学家：巧克力和红酒有抗毒功效 

  据 MedialXpress 网站报道，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发现，葡萄和可可中含有的酚类化合物白藜芦醇具有

抗毒功效。 

  

  专家将这种化合物添加到感染了痘苗病毒的人类细胞培养物中。感染因子类似于一种危险的天花病毒，但它并

不被认为是致命的，所以它经常被用作模型对象。研究发现，细胞中所含的大量白藜芦醇使病毒无法在感染的早期

阶段繁殖。 

  

  白藜芦醇是一些植物的天然抗氧化剂，在它的帮助下植物可以免受真菌和细菌侵害。葡萄皮、坚果、蓝莓和可

可中存在天然的植物抗毒素。 

 

 

 

 
 
 
 
 
 
 
 
 
 
 
 
 
 
 
 
 
 
 
 
 
 
 
 
 
 
 

 
 

文章来源：俄罗斯卫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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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钠几乎无处不在？ 

研究称防治高血压低盐是关键 
美国西北大学一项研究显示，如果日常较多食用盐，即使同时多摄入蔬菜、水果和全谷物，仍然关联较高高血

压风险。 

  

  研究人员调查 4680名日本、中国、英国和美国中年人，了解他们的饮食情况，测量血压、身高和体重，采集尿

样，分析数十种营养成分与血压的关系。结果显示，无论性别、种族或社会经济地位，也无论体重正常或肥胖，尿

液中钠水平较高都关联平均血压较高。 

  

  食用盐的化学成分是氯化钠。 

  

  研究人员在由美国《高血压》杂志刊载的论文中写道，除了钾，其他营养成分都不能削弱这种关联。而且，钾

只在尿液中钠水平较低的人群中起作用，帮助削弱食用盐与血压的关联。 

  

  论文主要作者杰里迈亚·施塔姆勒告诉路透社记者，这意味着盐分摄入过量以及它对血压的不利影响无法以多

摄入其他营养成分的方式化解，“解决方案是减少盐分摄入”。 

  

  慢性高血压关联心脏病、中风等疾病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人每天钠摄入量少于 2 克，大约相当于 1 茶

匙盐。钠不仅存在于食用盐，也存在于面包、牛奶、鸡蛋、肉类和许多加工食品，可以说几乎无处不在。 

  

  先前研究显示，“饮食途径阻止高血压”（DASH）饮食法结合低盐对早期高血压患者或轻微高血压患者的降压

作用堪比药物。DASH 饮食法提倡多摄入蔬菜、水果、低脂乳制品等，同时建议人们限制饱和脂肪和糖分摄取。 

 
 
 
 
 
 
 
 
 
 
 

 
 
 

 
 
 
 

 文章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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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小酌美酒助兴？

研究显示：儿时呷口酒成年显后果 
小酌美酒助兴时，孩子缠上来要求尝尝，你会同意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一项研究显示，儿时偶尔

呷一口酒，关联成年后一系列饮酒问题，包括更容易嗜酒、宿醉、酒后闹事。 

  研究人员在由《成瘾行为》刊载的论文中写道，他们在由大约 380 个家庭组成的两个社区随访 7 年，发现大约

三分之一儿童 12 岁前获得父母同意尝酒。不少人认为儿童在成人监督下呷口酒没什么大碍，其实会有后果。 

  论文主要作者、心理学教授克雷格·科德尔告诉美国每日科学网站记者，儿时偶尔呷口酒，即便一年仅四五次，

也关联成年后饮酒次数较多、每次饮酒量更大，而且更容易出现宿醉、酒后与人争执甚至打架等问题。 

文章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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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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mailto:gaohe@foodmat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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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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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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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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会议预告 

3 月 20-21 日      上海       2018食品科技创新论坛 

4 月 9-10 日       青岛       2018第十一届中国国际食品安全技术论坛 

4 月 25-27 日      大连        2018中国（大连）第九届国际基因节  

6 月 27-7月 1 日   大连        第七届国际内分泌与代谢大会 

2018 年展会预告 

3 月 19-22 日     济南         第十三届山东国际科学仪器仪表及实验室装备展览会暨学术交流大会 

3 月 26-28 日    呼和浩特      2018 年第十二届内蒙古乳业博览会暨乳业高峰论坛 

3 月 28-30 日     武汉        良之隆·2018 第六届中国食材电商节 

4 月 2-4 日       广州        2018 广州国际水处理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4 月 4-6 日       西安         第十届中国西安国际食品博览会 

4 月 7-8 日      石家庄        2018第 25 届华北春季糖酒副食交易会 

4 月 11-13 日     义乌         2018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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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0-22 日     重庆         2018中国（重庆）火锅食材节 

4 月 21-23 日      北京        2018中国国际科学仪器及实验室装备展览会 

4 月 22-24 日     石家庄       2018中国（石家庄）国际粮油机械及包装设备展览会 

4 月 23-25 日      郑州        2018第二十一届中国（郑州）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4 月 27-5月 2 日   南京        2018第十二届江苏春季食品商品展览会 

4 月 28-30 日      杭州        2018（杭州）第十届特许连锁加盟展览会 

4 月 30-5月 4 日   武汉       第二届中国（武汉）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5 月 5-7 日        潍坊        2018第四届中国潍坊食品加工和包装机械展 

5 月 5-6 日       石家庄       2018【汇成】第 21 届河北省糖酒食品交易会 

5 月 5-7 日       石家庄       2018（首届）河北奶业博览会 

5 月 6-8 日        杭州        2018中国浙江餐饮业供应链博览会 

5 月 9-12 日       上海        2018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焙烤展览会 

5 月 11-13 日      上海         2018 上海·全国优质农产品博览会 

5 月 11-14 日    乌鲁木齐      第八届乌鲁木齐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 

5 月 16-18 日      上海       2018亚洲生鲜配送展 –亚洲最大生鲜配送展 

5 月 16-18 日      漯河       第十六届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 

5 月 16-18 日      西安        第十九届西安国际酒店设备及用品展览会 

5 月 18-20 日      广州        Interwine China 2018 中国（广州）国际名酒展-春季展  

食品伙伴网展会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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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20 日      武汉       2018第 4 届武汉国际电子商务暨“互联网＋”产业博览会  

5 月 19-21 日      长春        2018长春第十届连锁加盟·创业项目展览会 

5 月 20-22 日      济南        2018第 12 届全国食品博览会暨酒业博览会 

5 月 23-25 日      广州       2018第二十二届中国烘焙展览会 

5 月 24-26 日      上海       2018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 

5 月 25-27 日      安徽       2018第 16 届中国（安徽）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6 月 1-3 日        厦门        第 4届中国（厦门）国际婴童产业博览会 

6 月 6-7 日        北京      第七届中国食品与农产品安全检测技术与质量控制国际论坛 

6 月 8-10 日       徐州        2018第 6 届中国东部（徐州）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6 月 14-16 日      天津       2018第二届天津国际餐饮食材博览会 

6 月 15-17 日      广州        2018广州国际生鲜配送及冷链保鲜技术展览会 

6 月 20-22 日      上海        2018第二十届健康原料、天然原料中国展 

6 月 22-24 日      杭州        2018年第十一届中国食品安全检测技术高峰论坛 

6 月 27-29 日      广州        2018广州·世界水果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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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5-7 日        南昌       仁创•2018 中部（江西）糖酒食品招商会 

7 月 11-13 日      上海        2018第二十届亚洲食品配料中国展 

7 月 12-14 日    乌鲁木齐     新疆第二届奶业展览会暨新疆国际畜牧业博览会 

7 月 21-23 日      广州        第三届中国（广州）国际跨境电商展暨跨境商品博览会 

7 月 27-29 日      青岛       2018第十六届中国（青岛）国际食品博览会 

8 月 15-17 日      上海        2018第 11 届中国国际高端饮用水产业（北京）博览会 

8 月 18-20 日      潍坊        2018山东（潍坊）秋季糖酒食品展览会 

8 月 29-31 日      上海       2018第十三届上海国际渔业博览会 World Seafood Shanghai 

9 月 8-10 日       广州        2018第七届广州国际特色食品饮料展会  

9 月 20-23 日      上海        第七届中国国际养生食品博览会 

10月 16-18日     上海         2018 中国国际婴童用品展览会 

 
 
 
 
 
 
 
 
 
 
 
 
 
 
 
 
 
 

36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925.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845.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923.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917.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962.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906.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849.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902.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920.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885.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922.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981.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940.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838.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766.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770.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776.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935.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982.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924.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903.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773.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862.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859.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970.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822.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993.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29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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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冠亚水分仪科技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济南洁源净江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南京科环分析仪器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上海欧沁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食品机械 

杭州丰元味食品有限公司——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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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港市家源机械有限公司——食品机械 

南京泽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食品饮料 

昆山威克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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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瑞普生物工程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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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http://biz.foodmate.net/
http://shyuanye.foodmate.net/
http://gysfykj.foodmate.net/
http://chenmodezhengren.foodmate.net/
http://kh17.foodmate.net/
http://shanghaiouqin.foodmate.net/
http://chfyw.foodmate.net/
http://ads910906.foodmate.net/
http://fengyuanguo.foodmate.net/
http://woodyliu008.foodmate.net/
http://zelangsw8.foodmate.net/
http://realpack.foodmate.net/
http://qfhzjx01.foodmate.net/
http://qfstjx.foodmate.net/
http://zypack.foodmate.net/
http://ads910906.foodmate.net/
http://cnruipu.foodmate.net/
http://biz.foodmate.net/
mailto:ec@foodmate.net


 
 

2018 年 3 月份 

FSSC 22000 (V4.1)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内审员（食品生产）-深圳 2018-03-12~2018-03-13 

China HACCP (GB27341:2009)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内审员-杭州 2018-03-14~2018-03-16 

BRC IOP(第五版)包装及包装材料全球标准内审员培训 （2天）-苏州 2018-03-14~2018-03-16 

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重庆 2018-03-14~2018-03-16 

BRC-IoP（第 5 版）包装及包装材料全球标准内审员 -广州 2018-03-14~2018-03-15 

关于举办“质量管理体系外审员培训”的通知 2018-03-15~2018-03-16 

《精益管理落地实践分享全国巡回讲座-烟台站》2018-03-16~2018-03-16 

ISO/IEC 17025：2017 新标准重点内容解读及实验室认可质量管理培训班-厦门 2018-03-16~2018-03-19 

虫害防控培训课程—惠州 2018-03-19~2018-03-20 

实验设计 DOE 及配方（比）设计培训课程--广州 2018-03-19~2018-03-20 

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柳州 2018-03-19~2018-03-21 

FSSC 22000 (V4.1)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内审员（食品生产）—厦门 2018-03-19~2018-03-21 

FSSC 22000 (V4.1)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内审员（食品生产）-成都 2018-03-19~2018-03-21 

China HACCP(GB27341:2009)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广州 2018-03-19~2018-03-21 

IRCA 认可的 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主任审核员-广州班 2018-03-19~2018-03-23 

2018 食品科技创新论坛 2018-03-20~2018-03-21 

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武汉 2018-03-20~2018-03-22 

食品行业的投诉与投诉管理(1 天)-苏州 2018-03-21~2018-03-21 

FSPCA 人类食品预防控制措施培训课程（FDA 认可的 PCQI 课程）-青岛 2018-03-21~2018-03-23 

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东莞/惠州 2018-03-21~2018-03-23 

China HACCP (GB27341:2009)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内审员-成都 2018-03-21~2018-03-23 

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转版高效冲刺班培训课程-长沙 2018-03-22~2018-03-23 

ISO9001:2015 版内审员培训班 2018-03-22~2018-03-23 

GLOBAL G.A.P.全球农业良好规范标准及内部检查员（种植）-青岛班 2018-03-22~2018-03-23 

食品行业 SPC 统计过程控制-广州 2018-03-22~2018-03-23 

2018 年首期食品安全、营养师与餐饮业职业经理人培训班 2018-03-22~2018-03-24 

“包装饮用水检验方法实际操作技术”专题培训班 2018-03-22~2018-03-25 

统计技术在实验室质量保证中的应用培训课程--广州 2018-03-23~2018-03-23 

食品过敏原培训(1 天)-广州 2018-03-23~2018-03-23 

“实验室数据质量控制”专题培训班 2018-03-23~2018-03-25 

第六届双轨制下中药类保健食品研发与生产工艺及质量控制交流春季年会 2018-03-23~2018-03-25 

FSSC 22000 (V4.1)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内审员（食品生产）-广西 2018-03-23~2018-03-25 

虫害防控培训课程—成都 2018-03-23~2018-03-24 

关于举办“ISO /IEC 17025 实验室管理体系 培训”的通知—北京 2018-03-23~2018-03-24 

第 64 期食品微生物检验实际操作学习班—杭州 2018-03-24~2018-03-27 

HXQC 2017 年度质量大会 2018-03-25~2018-03-25 

FSSC 22000 (V4.1)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内审员（食品生产）培训课程-苏州 2018-03-26~2018-03-28 

ISO 22000:2005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内审员培训-成都 2018-03-26~2018-03-28 

2018 年第三十届中国国际小宗农产品展望高峰论坛 2018-03-26~2018-03-30 

食品伙伴网培训中心培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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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C 食品第三方审核员培训班（外审员）2018-03-26~2018-03-30 

国内外食品标签及食品营养标签相关法律法规-青岛 2018-03-27~2018-03-28 

FSSC 22000 (V4.1)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内审员（食品生产）培训课程-天津 2018-03-27~2018-03-29 

FSSC 22000 (V4.1)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内审员（食品生产）-成都 2018-03-27~2018-03-29 

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中山 2018-03-27~2018-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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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2018-03-27~2018-03-30 

中央厨房设计建设及运营管理研修班 2018-03-27~2018-03-30 

China HACCP (GB27341:2009)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内审员-北京 2018-03-28~2018-03-30 

FSSC 22000 (V4.1)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内审员（食品生产）-大连 2018-03-28~2018-03-30 

ISO 22000:2005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内审员培训-苏州 2018-03-28~2018-03-30 

China HACCP(GB27341:2009)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内审员培训-上海 2018-03-28~2018-03-30 

FSPCA 人类食品预防控制措施培训课程（FDA 认可的 PCQI 课程）-合肥 2018-03-28~2018-03-30 

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广州 2018-03-28~2018-03-30 

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厦门 2018-03-28~2018-03-30 

China HACCP (GB27341:2009)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内审员-武汉 2018-03-28~2018-03-30 

FSSC 22000 (V4.1)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内审员（食品生产）-北京 2018-03-28~2018-03-30 

CCAA 认可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实习）审核员培训-广州 2018-03-28~2018-03-30 

FSPCA 人类食品预防控制措施培训课程（FDA 认可的 PCQI 课程）--广州 2018-03-28~2018-03-30 

食品标签合规性解析及食品恶意投诉 应对技巧交流会 2018-03-29~2018-03-30 

BRC-Food(第七版)食品安全全球标准内审员培训 （2 天）--青岛 2018-03-29~2018-03-30 

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转版高效冲刺班培训课程-深圳 2018-03-29~2018-03-30 

微生物实验室高级技术员培训（2 天）-广州 2018-03-29~2018-03-30 

食品安全法规标准与食品生产许可审查及其飞行检查办法要点解读 2018-03-30~2018-04-01 

 

2018 年 4 月份 

FSSC 22000 (V4.1)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内审员（食品生产）-天津 2018-04-02~2018-04-04 

FSSC22000 标准内审员培训班 2018-04-08~2018-04-09  

食品微生物实验室高级技术员培训（2 天）-成都 2018-04-09~2018-04-11 

食品过敏原管理培训课程-上海 2018-04-11~2018-04-11 

食品检测方法验证培训-上海 2018-04-11~2018-04-11 

ISO 22000:2005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内审员培训-上海 2018-04-11~2018-04-13 

ISO 22000:2005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内审员培训-厦门 2018-04-11~2018-04-13 

食品行业异物控制方法-上海 2018-04-12~2018-04-12 

产品感官评定分析体系培训 2018-04-12~2018-04-13 

食品原材料供应商筛选与管理培训课程--广州 2018-04-12~2018-04-13 

食品企业飞行检查和质量体系改进高级研修班-上海班 2018-04-13~2018-04-14 

产品追溯和召回制度(1天)-上海 2018-04-13~2018-04-13 

新时期保健食品立项研发、配方指导与技术审评要点专题会 2018-04-13~2018-04-15 

食品企业产品撤回及应急预案演练培训(1 天)-杭州 2018-04-14~2018-04-14 

第 65 期食品微生物检验实际操作学习班—烟台 2018-04-14~2018-04-17 

第 66 期食品微生物检验实际操作学习班—广州 2018-04-14~2018-04-17 

FAMI-QS 欧盟饲料添加剂预混料质量体系（第 6 版）内审员培训课程—苏州 2018-04-16~2018-04-17 

BRC-Food （第 7 版）食品安全全球标准主任审核员培训（5天）-广州 2018-04-16~2018-04-20 

IPM 综合虫害控制管理培训课程-苏州 2018-04-17~2018-04-18 

GLOBAL G.A.P.全球农业良好规范标准及内部检查员（种植）-成都 2018-04-17~2018-04-18 

FSSC 22000 (V4.1)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内审员（食品生产）培训课程-合肥 2018-04-18~2018-04-20 

SQF 优质安全的食品标准（第 8 版）内审员培训课程—上海 2018-04-19~2018-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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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行业”良好生产规范”GMP 标准及实施(2 天)-东莞 2018-04-19~2018-04-20 

国内外食品标签及食品营养标签相关法律法规-上海 2018-04-19~2018-04-20 

CNAS-CL01-A001:2018《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微生物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专题培训班-厦门

2018-04-21~2018-04-22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配方设计、生产工艺及质量 与检验、临床营养支持研讨会-南京 2018-04-21~2018-04-23 

食品微生物实验室高级技术员培训（2 天）-苏州 2018-04-23~2018-04-24 

BRC-Food(第七版)食品安全全球标准内审员培训 （2 天）--成都 2018-04-23~2018-04-24 

BRC-Food(第七版)食品安全全球标准内审员培训 （2 天）--广州 2018-04-23~2018-04-24 

ISO 22000:2005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内审员培训-合肥 2018-04-23~2018-04-25 

China HACCP (GB27341:2009)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内审员-青岛 2018-04-23~2018-04-25 

食品行业 ISO IEC 17025:2005 实验室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上海 2018-04-24~2018-04-26 

食品供应商管理培训课程-杭州 2018-04-25~2018-04-26 

国内外食品标签及食品营养标签相关法律法规-成都 2018-04-25~2018-04-26 

国内外食品接触材料卫生标准培训（2 天）-成都 2018-04-25~2018-04-26 

ISO 22000:2005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内审员培训-惠州 2018-04-25~2018-04-27 

ISO 22000:2005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内审员培训-长沙 2018-04-25~2018-04-27 

FSPCA 人类食品预防控制措施培训课程（FDA 认可的 PCQI 课程）--广州 2018-04-25~2018-04-27 

SMETA 审核企业社会责任在供应链中的要求(2 天）-苏州 2018-04-26~2018-04-27 

FSSC 22000 (V4.1)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内审员（食品生产）-青岛 2018-04-26~2018-04-28 

食品供应商审核培训课程-青岛 2018-04-27~2018-04-28 

国内外食品接触材料卫生标准培训（2 天）-广州 2018-04-27~2018-04-28 

CNAS-CL01-A001:2018《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微生物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专题培训班-成都

2018-04-28~2018-04-29 

 

2018 年 5 月份 

关于举办农、兽药残留及农产品安全抽检专题培训（预通知）2018-05-19~2018-05-20 

食品企业飞行检查和质量体系改进高级研修班-天津班 2018-05-19~2018-05-20 

2018 年方便与休闲食品制造关键术暨营养健康新产品发展论坛 2018-06-20~2018-06-22 

2018 年第十一届中国食品安全检测技术高峰论坛 暨首届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及优秀工程师推荐评选活动

2018-06-22~2018-06-24 

第 67 期食品微生物检验实际操作学习班—南京 2018-06-23~2018-06-26 

第 68 期食品微生物检验实际操作学习班—大连 2018-07-14~2018-07-17 

第 69 期食品微生物检验实际操作学习班—武汉 2018-09-08~2018-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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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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免费发布招聘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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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食品行业权威平台+互联网行业背景+食品行业专业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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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猎头职位汇总 

 

广东江门食品外企-食品法规专员/主管 

港澳独资肉制品企业-（肉制品）高级研发人员 

国内知名调味品企业-复合调味品研发 

国内知名果蔬深加工企业-销售经理（海外市场） 

国内知名果蔬深加工企业-销售经理 

国内知名果蔬深加工企业-技术经理 

国内知名水企-大客户销售经理 

 

最新招聘信息汇总 

 

上海泰奇食品有限公司-食品检验员 

广州森道食品有限公司—品控员 

上海大塚食品有限公司-销售代表 

郑州瑞普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区域经理 

北京爱必思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产品研发 

北京康普斯食品配料有限公司-产品研发产品应用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深圳有限公司-实验室主任（食品农产品检测） 

东营海跃水产科技有限公司-品控主管 

杭州亚马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检验员 

满记甜品（上海）有限公司-品控专员 

食品伙伴网食品人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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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记甜品（上海）有限公司-QA 主管 

晋江市磁灶镇扬美食品厂-生产车间主任 

广州市福邦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负责添加剂） 

上海希滋食品有限公司-品控主管 

武汉华裕新美菌业有限公司-研发经理 

深圳市小米姑娘投资有限公司-品控主管/品控经理 

武汉清源汇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餐饮渠道销售代表 

北京顺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品控专员 

江苏五香居食品有限公司-食品品控/检验员 

东莞市华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家庭调味酱研发工程师 

成都鲜味莱食品有限公司-生产主管 

四川好彩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KA 总监 

安徽砀山海升果业有限责任公司-实验室研发工程师 

安徽砀山海升果业有限责任公司-应用研发员 

上海普圆食品有限公司-食品生产管控 

上海鲁和机械工程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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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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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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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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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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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685533 

 

Email ：global@foodmate.com 

 

    联系电话：0535-2129197 

 

 

食品伙伴网国际站 Global FoodMate 

44 

http://www.foodmate.com/


 

本周公告帖： 

食品论坛十五周年活动公告  

2018 食品科技创新论坛  

 

本周求助帖： 

作为生产食品的空气是不是食品？  

要做证照齐全预包装农产品加工，怎么办理证件？怎么进行？  

请问食品 sc证的增项，使用添加剂增多问题  

标示黄瓜还是黄瓜籽或黄瓜籽粉？  

标示稻谷还是大米粉  

速冻肉丸执行 SB/T10379 的分类问题  

关于包材转让使用  

标示核桃还是核桃仁  

什么叫临保期产品？  

产品在超市抽检不合格  

杏仁有虫，能要求十倍赔偿吗？  

营养成分表“脂肪”含量与营养素参考值不对应，算是违反食品安全标准吗  

产品名称在标签主版面印刷与侧面印刷成不一致了  

DHA 藻油粉需要标识营养标签么？  

检验方法可以自行决定吗？  

食品生产企业输水管道的资质和材质？  

进口原辅料可以在配料表中标示进口么？  

关于健康证的问题  

内含赠品的产品，是否需要分装赠品类别的资质？  

请问葡萄糖是否取消了微生物检测的要求  

饮料 PH，怎么调  

馒头起泡 求解决办法 

焙烤面包的原料与制作  

桶装水长青苔  

高温杀菌锅出来后就胀包，冷却后又变回去  

充气包装充气量多少合适  

怎么来看香精在食品中的限量？  

终产品和配料均允许使用的添加剂的带入原则  

关于刺槐豆胶在冷饮冰淇淋使用中的疑问  

实验室功能间布置图  

sc 证申办制定企标熟制水产的微生物限量问题求助  

葡萄酒中的甲醛检测不了？没有方法么？  

实验室用水使用怡宝桶装饮用水的疑问  

压片不成形的问题  

食品论坛热帖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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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品凉茶  

生产牛肉干厂房到底要达到什么洁净等级才合格呀 

农药残留检测：对粮食与蔬菜做农药残留检测（自检）有几种办法？  

锅炉用的软水能喝吗  

包装白芷  

是否可以用只带“周转箱”字样的空白纸箱？  

水果发酵车间有小飞虫  

 

本周讨论帖： 

猪猪面馆 2018 之七：合资、入股和绩效，如何调动管理层积极性？  

上海宝山法院：假酒三倍赔偿（非 10 倍）  

童子尿煮鸡蛋出售是否严重违反《食品安全法》？  

这是卖什么？蜂蜜？果冻？有草莓？  

关于假茅台的 3 个不同的判决，一国三制  

男子在 52 家商店买过期食品获赔 7万 涉敲诈被刑拘  

12331 投诉已受理，会有处理结果吗？  

有人举报泰国香椰（水果）未标示生产日期保质期、进口商原产国等  

食堂未留样不应处罚  

青奥会亚青会标志或者文字可以放在产品包装上吗  

是我遇到好法官，还是法院认为再这样判决下去有问题  

论学校食堂向学生供餐未留样的查处  

市场和食品药品机构改革猜想  

风淋放在脚部消毒前面和后面都可以吗？  

饮料企业的质量人看过来  

常用食品车间生产管理制度  

把三合一咖啡当中的白砂糖去掉了，是不是就变成二合一咖啡了？  

GB7718：复合谷物粉的“配料”理解之辩  

2760 增补公告与 2760 标准中的同一添加剂、同一使用范围、不同使用量，如何理解？  

2016 年新版 保健食品注册申报模板  

如何解读化妆品成分表？  

@所有人 今年你的收入有望增长 6.5%左右  

看到毕业生和老鸟都在抱怨食品工资 

毕业应届生第一份工作应该怎么选择？  

扒一扒，食品人工资低的原因是什么？  

什么是中小学生、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后  

食品从业人员工资待遇真是低到令人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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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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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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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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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