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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网刊
中国食品

7 月食品行业热点新闻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政策解析

生产不合格食品？ 罚款 50000 元！

2021 年上半年国内食品监督抽检结果分析

一门店被曝食品安全问题 杨国福麻辣烫致歉

【案说】添加“天麻”和“黄芪”的饮料，真相是……

2021 上半年投诉分析——食品安全投诉热点及典型案例

固体饮料也能治病？某电子商务公司虚假宣传被罚 25 万元

公安部通报四川“4.25”生产和网上销售伪劣牛肉干系列案

王一博代言的生气啵啵宣称“2.5 倍气泡”，我们觉得是在忽悠人

国内预警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 7 批次食品抽检不合格情况的通

告 〔2021 年 第 30 号〕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 4-α-糖基转移酶等 28 种

“三新食品”的公告（2021 年 第 6 号）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征求《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有

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公开征求《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婴幼儿配

方乳粉产品标签标识的公告（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国际食品

俄罗斯牛肉填充中国市场

新加坡暂停一家豆腐制造商的食品业务

越南食品安全局发布两种假冒保健食品信息

2021 年 5 月、6 月全球新发非洲猪瘟疫情信息汇总

重修！日本《进口食品事前确认制度纲要》大变身

上半年中国自巴西进口牛肉 51.9 万吨，占巴出口总量 58.9%

国际预警

日本召回放射性铯超标的蜂蜜

韩国修改《进口食品安全管理特别法》

法国含玻璃碎片的肥鸭肝销至我国香港

2021 年 7 月中国出口韩国食品违反情况（更新至 7 月 25 日）

2021 年 7 月输日食品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情况（7 月 29 日更新）

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通报（2021 年第 29 周）

食品科技

洋葱的生物活性物质、保健功能及安全性研究进展

青海黑果枸杞白色浆果颜色变异的机理研究取得新

进展

想要强身健体效果显著吗？那就在早餐补充更多的蛋白质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科所利用基因编辑创制出具有高产和氮高效利用

潜力的小麦新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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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7 月食品行业热点新闻

食品伙伴网讯 7 月流火，在这一个月里，食品行业多个餐饮品牌因食品安全问题纷纷登上热搜榜，成为公众讨论

的热点。连锁快餐品牌华莱士被曝后厨工作人员操作不规范系列问题；和府捞面店内出现死老鼠，公司致歉并回应；湖

南卫视主持人杜海涛创立的火锅品牌“辣斗辣”，其合肥淮河路店因食品加工操作区设置不规范、蝇虫防消不到位被市

场监管所责令停业整改。

华莱士被曝后厨工作人员不规范操作问题 上海总部被约谈

7月中旬，连锁快餐品牌华莱士被曝后厨工作人员不规范操作问题登上热搜。据悉，有媒体报道，华莱士后厨存在

工作人员未戴口罩手套制作炸鸡、汉堡；鸡块掉在干地面上，捡起放回去，掉在湿地面上，捡起来重新炸；清洗抽油烟

机，洗剂直接滴进油锅等一系列不规范操作问题。

7月 17 日晚，华莱士通过其官方微博发出声明致歉，表示涉事餐厅北京霍营店已停业整顿；对该区域内所有员工

再次强化培训，重申并落实各项产品操作规范和作业流程；派驻稽查小组对该餐厅进行整改检查，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

位；后续还将持续强化食安稽核巡查制度，对餐厅各项业务流程进行核查，确保为顾客持续提供安全可靠的用餐体验。

此外，在获悉有关舆情后，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迅速组织力量对华莱士上海门店进行了专项突击检查，并约谈了华莱

士上海总部，要求企业必须立即整改有关食品安全问题。7 月 17 日晚上，市市场监管局迅速部署全市各区市场监管部

门对华莱士炸鸡门店进行突击检查。共出动 382 人次，共检查 16 个区的 174 家华莱士炸鸡门店以及本市华莱士的原料

配送中心，重点检查环境卫生、食品加工制作、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情况。经查，被抽查的华莱士门店未发现媒体报道

的环境卫生、食品加工制作、从业人员不规范操作等问题。执法人员进行煎炸用油等产品快速检测 51 次，未发现不合

格的情况。但是，检查中也发现少数门店存在垃圾桶未加盖、晨检记录不全、从业人员未取得健康证等问题，执法人员

均予以责令改正，并拟立案处罚 3 家。

随后，杭州，北京、南京、郴州、佛山、龙岩等地也对辖区内的华莱士门店进行了检查。

相关报道：华莱士被曝操作不规范等问题 各地展开排查

河北霸州一学校被指涉嫌使用不合格食材等问题

7月中旬，河北霸州市衡昇云飞学校食堂涉嫌使用不合格食材、可疑食用油的文字、视频在网上传播，引发网民关

注。随后，霸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核实，经查（对 8名供货商，1名采购员，2 名择菜、

洗菜、配菜工，12 名厨师、2 名学校管理人员、2 名餐厨垃圾处理人员、6 名教师、100 名学生家长等共计 133 人逐一

进行调查核实），网传食品未流向餐桌，但该学校食堂存在食品采购环节把关不严、加工环节操作不规范、食品安全保

障制度落实不到位、管理不正规等问题。

霸州市市场监管局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条之规定，拟对该学校处以 5 万元罚款。霸州市

教体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之规定，给予该学校 2020-2021 年度年检不合

格处理，削减 2021-2022 学年度招生计划；责令霸州市衡昇云飞学校对相关责任人员做出严肃处理。霸州市公安局依据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三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对霸州市衡昇云飞学校主管副校长苗某

某、膳食科主任张某某作出治安拘留 7 日的处罚。

更多内容详见：7 月食品行业热点新闻：华莱士被曝后厨工作人员不规范操作问题，上海总部被约谈；奶茶跨城代

购炒到 60 元一杯，茶颜悦色回应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7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3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04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2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6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special/anquan/402.html
http://law.foodmate.net/show-18618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21/07/60128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21/07/6012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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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政策解析

2021 年 4 月 29 日，《食品安全法》进行了修正，其中最大的亮点是：仅从事预包装食品经营的不再办理经营许可，

仅需办理备案即可！随后，北京、广东、浙江、广西、新疆等地陆续发布了相关政策文件。2021 年 7 月 29 日，市场监

管总局又发布了《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

近一段时间，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一直是行业关注和热议的焦点。对于这项新政策，大家相继提出一些疑问，如哪

些食品需要进行备案、特殊食品是否在备案范围、如何办理备案等，食品伙伴网通过几个热点问题就该项新政策进行

简要解析。

一、预包装食品的定义

首先，要明确下预包装食品的定义，以能够明确哪些食品在备案的范围。

《食品安全法》规定“预包装食品”是指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容器中的食品。GB 7718-2011《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中规定为，“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的食品，包括预先

定量包装以及预先定量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并且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或体积标识的食品”。

行业专家及相关人员认为，预包装食品是一个专有概念，其核心意义在于强调食品起始状态和生产加工条件而非最终

状态。在我国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预包装食品特指具备食品生产加工资质的企业（含其他组织及个人）生产

出来的带有包装的产品。

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的范围

《食品安全法》修正后，立刻有疑问提出：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是否在备案范围？通过以上预包装食品的定义可

以看出，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属于预包装食品，应该在备案的范围。市场监管总局意见稿明确了需要备案经营种类是

否包含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除外）、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特殊食品；明确了经营特

殊食品的，还应当提交与特殊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专门区域或柜台、货架摆放示意图，专区专柜设立的提示牌图片样式

（绿底白字，字体为黑体）等材料。根据该意见稿，除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以外，其他特殊食品均在备案范围。

在各地发布的相关政策文件中，对于特殊食品的规定并不一致，其中广东、北京明确预包装食品备案包含特殊食品，

福建省明确不包含特殊食品，浙江省的规定则比较含糊。食品伙伴网整理了部分省区市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表。

以上政策文件均是在意见稿发布之前出台的，其中福建省的规定与意见稿不一致。目前，意见稿还只是征求意见

阶段尚未正式发布，各地方还是要遵循各自地方发布的相关要求，而在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发布公告以后，要以市场监

管总局的要求为准，地方的规定可能也会作出相应的调整。

更多内容详见：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政策解析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08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43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50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1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37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80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35.html
http://law.foodmate.net/show-186186.html
http://down.foodmate.net/standard/sort/3/2822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21/07/6014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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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生产不合格食品？ 罚款 50000 元！

近日，烟台市芝罘区市场监管局接到省局抽检移送案件，烟台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琥珀核桃仁”，经山东省

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检验，过氧化值项目不符合 GB1930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GB\T22165-

2008《坚果炒货食品通则》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区市场监管局对该公司涉嫌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立

案调查。

经查，该公司共生产“琥珀核桃仁”（规格型号：150 克/袋）30 袋，出厂价 13.5 元/袋，货值共 405 元。当事人

生产不合格的“琥珀核桃仁”，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禁止生产经营下列

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第十三项：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

相关产品的规定，构成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违法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结合《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使行政处罚

裁量权适用规则（试行）》和《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经过综合考量研究决定，责令当

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如下：罚款人民币 50000 元。

文章来源：芝罘市场监管微信号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2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70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66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21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0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21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556.html
http://law.foodmate.net/show-1861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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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2021 年上半年国内食品监督抽检结果分

析
2021 年 1 月至 6月，国家及地方（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检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 347932 批

次，其中国家抽检 23821 批次。上半年抽检合格样品 341560 批次，不合格样品 6372 批次，抽检合格率为 98.17%。

从月度抽检量看，1月份抽检量最大，共 82069 批次，其次为 3 月份，共 68699 批次；从月度抽检合格率看，各月

合格率变化波动不大。2021 年上半年各月份抽检量及合格率详见下图 1：

图 1 2021 年上半年各月份抽检情况统计

与往年同期相比，2021 年上半年抽检量最多，抽检合格率近几年比较平稳，详细见下图 2：

图 2 2017-2021 年上半年抽检量及合格率统计

一.食品类别分析

上半年抽检量较大的产品品类依次为肉及肉制品、蔬菜及其制品、粮食及其制品、餐饮环节产品、酒类、水果及

其制品、水产及其制品和饮料，抽检量均在 1.5 万批次以上。

更多内容详见：2021 年上半年国内食品监督抽检结果分析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50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21/07/6014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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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一门店被曝食品安全问题 杨国福麻辣烫

致歉
食品伙伴网讯 7月 24 日，有视频曝光一家杨国福麻辣烫门店存在食品安全问题。根据视频显示，门店存在试用

人员的健康证要求不严格；仓库内遍地老鼠屎，食材被老鼠咬后仍继续使用；工作人员在洗菜池洗鞋、用猪肺清洗容

器；门店打烊后，开放式展示冷藏柜中剩余的食材并没有放入密闭式冰箱内保存，第二天新食材和隔夜食材混在一起

等问题。

针对此事，7月 25 日，杨国福麻辣烫在微博上发布致歉声明称，涉事门店已停业整顿，且公司已派工作人员前往

监督，同时向门店重申自品安全及标准作业流程。同时加大对全国门店稽查力度，在食材安全、门店卫生、作业流程

等方面进行严格管控，对不符合经营标准的门店绝不姑息。原文如下：

（来源：杨国福麻辣烫官方微博）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19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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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案说】添加“天麻”和“黄芪”的饮料，

真相是……
在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的同时，各式“养生”饮料应运而生。此前，两款宣称添加了“天麻”和“黄芪”等药材

的饮料，引起了消费者的注意。然而，事情的真相是……

案情简介

2021 年 2 月 20 日，青浦区市场监管局收到举报，称某公司通过淘宝网店销售的“元力参堂 人参枸杞饮品”和

“元力参堂 人参 VC 饮品”两款饮料添加有“天麻”和“黄芪”。经查，涉案食品的经销商为 A生物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而该食品生产商为 B 生物科技（浙江）有限公司。

为查明案情，青浦区市场监管局立即发起长三角联合执法行动，前往生产商 B生物科技（浙江）有限公司所在地

的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联合调查。

经查，未发现涉案批次产品中添加有“天麻”和“黄芪”等原料。

当事人称，由于标签制作上的错误，导致产品配料表中出现“天麻”和“黄芪”。

法律分析

当事人委托 B 生物科技（浙江）有限公司作为生产厂商，定制生产了“元力参堂 人参枸杞饮品”和“元力参堂

人参 VC 饮品”两款产品，并通过淘宝网店 “元力参堂官方店”进行销售。

其中“元力参堂 人参枸杞饮品”产品标签配料表包含天麻等成分，“元力参堂 人参 VC 饮品”产品标签配料表

包含天麻、黄芪等成分，而实际并未添加天麻、黄芪。食品标签内容与实际不符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七十一条“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生产

经营者对其提供的标签、说明书的内容负责。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应当清楚、明显，生产日期、保质期

等事项应当显著标注，容易辨识。食品和食品添加剂与其标签、说明书的内容不符的，不得上市销售。”的规定，属

于销售的食品与其标签内容不符的行为。

案发后，当事人已将涉案产品全部下架。

该商户以天麻、黄芪为噱头，诱导消费者购买其销售的食品，不仅破坏了食品安全环境，更是侵害了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

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

许可证：…（二）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的规定，青浦区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处以罚款人民币 142350 元。

文章来源：上海市场监管微信号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68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1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8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58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40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89.html
http://law.foodmate.net/show-186186.html
http://law.foodmate.net/show-1861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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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2021 上半年投诉分析——食品安全投诉

热点及典型案例
7 月 28 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了 2021 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公布了 11 大投诉热点及典型

案例。其中涉及食品安全方面内容如下：

食品餐饮安全关系消费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安全。消费者投诉的主要问题有：一是食物出现变质、霉变、过期等

卫生安全问题；二是部分网购食品属于三无产品；三是一些食品商家围绕健康炒作概念，存在虚假宣传问题，比如宣

称零糖、零脂肪等，实际情况却与之相反；四是把拼接肉、调理肉冒充原切肉、纯肉，有机食品来源不明等；五是餐

饮场所卫生条件差、餐具不洁，工作人员操作不规范，消费者用餐后出现集体腹痛腹泻、呕吐等不适症状等。

例如，2021 年 4 月 1日，消费者杨女士向青海省格尔木市消费者协会投诉，其当天到格尔木某火锅店就餐，扫码

下单点了一份草原羔羊肉。当火锅店服务员将羊肉端上桌时，消费者觉得该羊肉很肥，不像是菜单上标注的“菜品”，

要求更换。领班告知消费者此“菜品”具有融化性，没有质量问题，无法退换。杨女士当场将肉打包，保存证据。格

尔木市消协接到投诉后，高度重视，及时联合当地市场监督部门执法人员赴现场调查核实。经现场查验进货票据和检

查库存实物，该“菜品”外包装上显示的名称为“速冻调理羊肉”（生制品）；类型为菜肴制品；配料有羊肉、饮用

水、复配水分保持剂（三聚磷酸钠、六偏磷酸钠、焦磷酸钠、碳酸氢钠、碳酸钠、食用盐），非经营者所谓的草原羔

羊肉。经调解，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法律责任，并立即整改，改换菜单上的菜名。

又如，2021 年 3 月 30 日，安徽滁州经开区消保委接到消费者窦某反映在某酒店办宴席，就餐后数十人出现身体

不适，检查后发现是急性肠胃炎症状，寻求消保委帮助。接诉后经开区消保委高度重视，随即安排工作人员前去涉诉

现场进行调查。经了解，消费者 3 月 28 日在该酒店设宴，赴宴亲友相继反映出现腹痛、腹泻、呕吐等症状，医院在

诊疗过程中发现多人有共同的赴宴史，遂将情况报告至市疾控中心，市疾控中心进行采样检测结果为：诺如病毒阳性，

认定此次为食用伴有诺如病毒食物引起的公共卫生事件。经调解，酒店与消费者达成一致意见：酒店补偿消费者宴席

费及其亲友医药费、营养费等费用共计 60000 元。

【消协意见】

食品、餐饮经营者应当严格落实《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规和国家标准，亮证亮照经营，加强人员培训，规范加

工操作流程，严格执行食品查验和记录制度，经营食品生熟分开，规范食品及餐具清洁、贮存，及时清理变质或者超

过保质期的食品，做好食品安全和卫生质量控制。消费者在选购食品时渠道要正规，注意查看食品包装标识是否齐全，

注意是否超过保质期，是否有腐败变质现象，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不认识或者来历不明的野生菌类，不要违法食

用野生动物。外出就餐时，注意餐饮店是否规范、卫生，特别是其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等级情况。用餐前先洗手，使用

公勺、公筷，倡导分餐制，就餐后及时索取并留存消费票据等有关凭证。

文章来源：中国消费者协会

http://news.foodmate.net/tag_50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0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6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3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7.html
http://law.foodmate.net/show-1861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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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固体饮料也能治病？某电子商务公司虚

假宣传被罚 25万元
固体饮料有药效，能治病？千万别被误导！商家打出这样的广告“噱头”，只是出于更好的营销需要，吸引人的

注意，博取消费者的眼球。轻信了，自己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近日，就有一家这样的电子商务公司因实施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被市场监管部门严厉处罚。

2021 年 4 月份，青岛市市场监管局组织执法检查时，发现某电子商务公司存在着涉嫌发布虚假广告的违法行为。

经调查，该电子公司主要负责另一家食品公司产品宣传、销售和推广，为了扩大销量，提升影响，采取线下宣讲、

产品推介会、线上 ppt 展示等多种方式，宣称“私初护士益生菌粉”“清幽卫士益生菌粉”等 5 种固体饮料具有杀幽

门螺旋杆菌、防治胃病、妇科炎症等疾病治疗预防功能和提高免疫力等功能。在无真实、有效、合法的证明材料情况

下，还虚假夸大产品的性能、曾获荣誉、合作方等，严重误导和欺骗了广大消费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

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此公司的行为违反了相关条款，构成

了违法事实。

目前，市市场监管局已对涉事公司处以了 25 万元的行政处罚。

温馨提示：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日常生活消费要提高警惕性，增强鉴别力，守住自己的“消费关”。同时正告那些心存侥

幸的商家，不要妄图以身试法，市场利剑始终在高悬，依法诚信经营才是发展的正道。

文章来源：青岛市场监管微信号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94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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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公安部通报四川“4.25”生产和网上销售

伪劣牛肉干系列案
食品伙伴网讯 7 月 29 日，公安部召开“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系列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了今年以来公安

机关开展“昆仑 2021”专项行动的有关情况。

4 月 20 日，公安部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打击食药环和知识产权犯罪“昆仑 2021”专项行动，向群众反映强烈、

社会广泛关注、危害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特别是针对“老”“小”等特定群体的相关犯罪发起新的更强攻势。各地公

安机关充分发挥刑事打击职能，密切与行政部门协作配合，广辟线索来源、集中破案攻坚，全要素、全环节、全链条

侦办了一批大要案件，摧毁了一批犯罪团伙、犯罪窝点，斩断了一批犯罪链条。截至 6 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侦破食

药环和知识产权犯罪案件 2.3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4.2 万名，涉案总价值 135 亿元。

专项行动期间，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食品和粮食安全犯罪，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专项行

动中，公安机关紧紧围绕肉制品、食用油、调味品、酒水饮料、食用农产品、保健食品等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

重点领域，突出打击非法添加和滥用添加剂、农药、兽药犯罪，以及利用电商平台、直播带货方式制售伪劣食品等多

发性犯罪行为；紧紧围绕粮食安全，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非法占用农用地等犯罪活动。各地集中侦破了四川

“4.25”生产和网上销售伪劣牛肉干系列案、黑龙江大兴安岭“5.29”生产销售假劣农药案、河南鄢陵某木材公司非

法占用农用地案等一批大要案件。截至 6 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侦破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和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

犯罪案件 2300 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3700 余名；侦破生产销售假劣农资犯罪案件近百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40 余名；

侦破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案件 800 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300 余名。

案例：四川“4·25”生产和网上销售伪劣牛肉干系列案

会上，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二级巡视员许成磊介绍了四川“4·25”生产和网上销售伪劣牛肉干系列案有

关具体情况。据了解，四川“4·25”生产、销售伪劣牛肉干系列案系四川省公安厅食药环侦总队在“昆仑 2021”专

项行动中主动发现研判并侦办的一起重大的案件。今年 5月，四川食药管理总队紧盯群众反映的网上销售伪劣牛肉干

的问题线索，成立专案组，组织工作专班，通过多种侦查手段，梳理排查重点嫌疑网店和生产企业 61 家，部署成都、

内江、南充、广安等 13 个市（州）公安机关食药环侦部门落地核查，进一步掌握了制假分子的犯罪手法，锁定了生

产窝点。在此基础上，总队统一指挥涉案地公安机关专案组成员放弃休假，连续奋战，全力投入案件的侦办工作。

今年 5 月 31 日，总队统一组织指挥涉案地 13 个市（州）公安机关集中收网，成功侦破了该系列案件，共抓获犯

罪嫌疑人 74 名，捣毁制假售假窝点 33 处，扣押伪劣牛肉干 3.4 万公斤、扣押制假设备 41 台。现已查明，以犯罪嫌

疑人黄某（男，34 岁）等人为首的多个犯罪团伙，使用鸡肉、鸭肉等一些低价的肉类加入调料进行加工，重新包装后

冒充牛肉干，通过网络电商平台对外销售。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之中。

许成磊表示，下一步，公安机关将紧盯食品安全领域的突出问题，特别是食用农产品使用违禁农兽药、保健食品

非法添加、农村及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扎实推进“昆仑 2021”专项行动，切实维

护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相关报道：公安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系列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3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21/07/6013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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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王一博代言的生气啵啵宣称“2.5 倍气

泡”，我们觉得是在忽悠人
5 月 16 日，专注新生代人群的饮料品牌 KellyOne 宣布，王一博出任旗下无糖苏打气泡水“生气啵啵”全系列代

言人。

官宣后，“王一博的生气啵啵”话题在微博引发热议。有顶流加持，无疑让“生气啵啵”成为气泡水中的新晋网

红。

我们发现网上有很多的软文，他们是这样写的：

主打“无糖也甜”、“2.5 倍气泡”的 KellyOne 生气啵啵，读懂新生代消费者理性和感性的双重需求，在一句「这

一秒，心在啵啵跳」的广告语中，打开年轻大众市场。

「这一秒，心在啵啵跳」描绘的是片中女孩的心理，让消费者从 2.5 倍气泡的生气啵啵中，感知到的产品的感性

价值。通过广告片，KellyOne 把生气啵啵带入到消费者个体中，表达心情。“生气啵啵真懂我啊，”一位 95 后女生

看了广告后说。

我们发现 KellyOne 借着王一博，用洪荒之力到处在讲“2.5 倍气泡感”。

冲着顶流代言的 2.5 倍的气泡，分分钟勾起消费者的购买欲。

消费者：喝了就有心跳加速的感觉？！2.5 倍气泡，气泡一定很足，是不是就是可乐的 2.5 倍呢？

在消费者的理解中，“2.5 倍气泡”应该是这样的。

但很多消费者喝了以后发现，气泡感也没有这么强。

这下子，消费者就迷惑了，“这些 2.5 倍的气泡到底是什么意思？”

于是，我们上海市消保委特别找了 KellyOne 来喝茶，想问问“生气啵啵”的 2.5 倍气泡到底是啥。结果我们发

现，KellyOne 是在用一个专业术语忽悠消费者。

所谓 2.5 倍气泡其实是一个专业术语。根据《碳酸饮料（汽水）》国家标准，这只是二氧化碳气容量的容积倍数。

具体检测方法如下

更多内容详见：王一博代言的生气啵啵宣称“2.5 倍气泡”，我们觉得是在忽悠人【kellyone 回应】

文章来源：上海市消保委微信号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0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81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63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3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21/07/6008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21/07/6009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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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 7 批次食品抽检不合

格情况的通告 〔2021 年 第 30 号〕
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抽取粮食加工品、食用农产品、食糖、茶叶及相关制品、乳制品、

饮料、酒类、糕点、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饼干、淀粉及淀粉制品、方便食品、薯类和膨化食品、蛋制品、豆制品、

蜂产品、蔬菜制品、水果制品、肉制品、水产制品、调味品、冷冻饮品、速冻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膳食食品

和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等 26 大类食品 308 批次样品，检出其中食用农产品、茶叶及相关制品、水果制品、水产制

品等 4 大类食品 7 批次样品不合格。发现的主要问题是，有机污染物污染、农兽药残留超标、食品添加剂超限量使用

等。产品抽检结果可查询 https://spcjsac.gsxt.gov.cn/。

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市场监管总局已责成北京、天津、内蒙古、上海、安徽、福建、山东、广东等省级市

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开展核查处置，查清产品流向，督促企业采取下架召回等措施控制风险；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

从严处理；及时将企业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和核查处置情况向社会公开，并向总局报告。

现将监督抽检不合格食品具体情况通告如下：

一、有机污染物污染问题

元臻京东自营旗舰店（经营者为上海圆迈贸易有限公司）在京东商城（网店）销售的、标称上海赛林食品有限公

司委托上海新橡舟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网烧鱿鱼，经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检验发现，其中 N-二甲基亚硝胺

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上海新橡舟实业有限公司对检验结果提出异议，并申请复检；经上海市食品药

品检验研究院复检后，维持初检结论。

二、农兽药残留超标问题

（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庄玉丰水产店销售的鲤鱼，其中地西泮残留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

定。检验机构为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二）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王成果业批发部销售的、来自安徽省合肥瑶海五星果品商行的小台芒，其中戊唑醇残

留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三）京东陈一凡茶叶旗舰店（经营者为福建安溪县陈一凡食品工贸有限公司）在京东商城（网店）销售的、标

称福建安溪县陈一凡食品工贸有限公司销售的、福建省合盛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分装）的雨前云雾绿茶，经上海市

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发现，其中水胺硫磷检测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福建省合盛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对检验结果提出异议，并申请复检；经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复检后，维持初检结论。

（四）天津滨海新区高新区旭日滨阳肉类销售店销售的、来自天津市宝坻区天津市辉来旺禽业有限公司的乌鸡，

其中恩诺沙星残留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五）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大润发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来自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义和庄冷库的乌鸡，其中

恩诺沙星残留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更多内容详见：市场监管总局关于 7 批次食品抽检不合格情况的通告 〔2021 年 第 30 号〕

文章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24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52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63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86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9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0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9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7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50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4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7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77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41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28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9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91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71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7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21/07/601407.html
http://gkml.samr.gov.cn/nsjg/spcjs/202107/t20210730_3332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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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4-α-糖基转移

酶等 28种“三新食品”的公告（2021 年

第 6号）
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审评机构组织专家对 4-α-糖基转移酶等 9 种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硅酸钠与三甲基氯

硅烷和异丙醇的反应产物等 19 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的安全性评估材料审查并通过。

特此公告。

附件： 4-α-糖基转移酶等 9种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硅酸钠与三甲基氯硅烷和异丙醇的反应产物等 19 种食品

相关产品新品种公告文本.docx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1 年 7 月 15 日

相关报道：解读《关于 4-α-糖基转移酶等 28 种“三新食品”的公告》

文章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22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9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2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2107/27/08-16-09-76-940446.docx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2107/27/08-16-09-76-940446.docx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8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21/07/600867.html
http://www.nhc.gov.cn/sps/s5853/202107/6502707e8eba433a8ae53ac78c020a8b.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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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征求《市场监管总局关

于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有关事项的公

告（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 2021 年 4 月 29 日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的有关规定，市场监管总局起草了《市场监管

总局关于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欢迎各有关单位和个人

提出修改意见，并于 2021 年 8 月 6日前将《公开征求意见反馈表》反馈市场监管总局。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

提出意见：

一、通过登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方网站（网址：http：//www.samr.gov.cn），在首页“互动”栏目中的“征

集调查”提出意见。

二、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spxsjg@sina.com，邮件主题请注明“《关于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有关事项的公告》

公开征求意见”字样。

三、通过信函邮寄至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北露园 1号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经营司（邮政编码：100037），请在信封

上注明“《关于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开征求意见”字样。

附件： 1.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docx

2.公开征求意见反馈表.docx

市场监管总局

2021 年 7 月 28 日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 2021 年 4 月 29 日新修正的《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现就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食品经营者备

案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合法的市场主体从事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活动，应当自订购食品准备销售之日起到正式销售前，向经营场所所

在地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备案。已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在有效期届满前继续有效，无需备案；许可

证有效期届满继续经营的，应当在食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进行备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食品经营者备案后，

增加其他食品经营项目的，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并同时撤销备案。不同市场主体不得使用同一经营场所从事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活动和备案。在不同经营场所从事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活动的，应当分别备案。

三、从事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活动的食品经营者应当具备与销售的食品品种、数量等相适应的经营条件。备案时，

食品经营者应当填写《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信息采集表》，并提交相关文件资料及目录。备案信息发生变化的，应

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原实施备案的市场监管部门提交《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信息变更表》、与变

更项目有关的文件资料和目录进行备案变更。

更多内容详见：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征求《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有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公告

文章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43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372.html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2107/29/08-14-26-64-564860.docx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2107/29/08-14-32-27-564860.docx
http://law.foodmate.net/show-18618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21/07/6011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21/07/601148.html
http://www.samr.gov.cn/hd/zjdc/202107/t20210728_3331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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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公开征求《市场监管

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婴幼儿配方乳粉产

品标签标识的公告（征求意见稿）》意

见的通知
为进一步规范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标签标识，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我局组织起草了《市

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标签标识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现将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

众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意见建议：

一、登陆市场监管总局网站（网址：http://www.samr.gov.cn），通过首页“互动”栏目中的“征集调查”提出

意见。

二、通过电子邮件将意见建议发送至：tsspsypzcc@samr.gov.cn，邮件主题请注明“进一步规范婴幼儿配方乳粉

产品标签标识的公告公开征求意见”字样。

三、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北露园 1 号，市场监管总局特殊食品司（邮政编码 100037），并在信封上注

明“进一步规范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标签标识的公告公开征求意见”字样。

意见建议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28 日。

附件：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标签标识的公告（征求意见稿）.docx

市场监管总局

2021 年 7 月 28 日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标签标识的公告（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标签标识，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标签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和产品配方注册相关规定，标识内容应当真实

准确、清晰易辨，不得含有虚假、夸大、使消费者误解或绝对化语言。

二、适用于 0-6 月龄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不得进行含量声称和功能声称。适用于 6 月龄以上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不得

对其必需成分进行含量声称和功能声称，其可选择成分可以文字形式在非主要展示版面进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允许的

含量声称和功能声称。

三、产品标签主要展示版面应当标注产品名称、净含量（规格）、注册号，可配符合要求的图案，也可在主要展

示版面的边角标注已注册商标，不得标注其他内容。

更多内容详见：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公开征求《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标签标识的公告

（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文章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4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81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0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372.html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2107/28/16-31-01-69-564860.docx
http://law.foodmate.net/show-18618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21/07/60113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21/07/601130.html
http://www.samr.gov.cn/hd/zjdc/202107/t20210728_3331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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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俄罗斯牛肉填充中国市场

在对华牛肉出口方面，俄罗斯已超越澳大利亚、阿根廷和巴西。

俄罗斯动植物检验检疫局产业知识中心的报告称，第一季度，中国购买了 3700 吨俄罗斯牛肉，是一年前的 20

倍。

中国在俄罗斯牛肉出口总量中的份额超过 55%。俄罗斯在 1 月至 3 月总共向国外出口了 6500 吨，几乎是 202

0 年的两倍半。在对华牛肉出口方面，俄罗斯已超过澳大利亚、阿根廷和巴西。在中国，由于非洲猪瘟，中国自己的

猪肉产量下降了。市场向外国生产商打开了大门，但是问题出现了。在澳大利亚，受疫情影响，7 家肉类工厂停产，

出口被叫停以恢复牲畜数量；阿根廷削减了 50% 的供应以控制国内价格；巴西早在 2017 年，就有数十家农业企业

因不遵守卫生条件而关闭。顺便说一句，巴西屠宰业不止一次地发现自己处于丑闻的中心，在他们的产品中发现了一

种生物生长激素和沙门氏菌，这损害了公司的声誉。结果，俄罗斯牛肉出现在了中国的餐桌上。

自 2018 年以来，俄罗斯的牛肉产量一直在增长。近年来畜牧业的快速增长是 2012 年国家农业发展规划的结果。

2014 年实施反俄制裁后采取的进口替代措施对此也有帮助。

文章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3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5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2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50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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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新加坡暂停一家豆腐制造商的食品业务

食品伙伴网讯 2021 年 7 月 29 日，新加坡食品局（SFA）发布消息， 即日起暂停制造商 Seng Huat Bean Curd P

te Ltd 的食品业务，直至另行通知。

2021 年 7 月 29 日，在视察该营业场所时，观察到蟑螂、排水蝇和一只死的啮齿动物等虫害。该营业场所也被发

现维护不善。

为公众健康着想，SFA 指示持牌人改正错误，并采取必要措施改善其处所的清洁。作为预防措施，SFA 已指示制

造商召回于 2021 年 7 月 29 日运送至各农贸市场的豆腐。

新加坡食品局表示，所有食品经营者应确保其经营场所清洁、维护良好，工作人员接受过适当的食品安全管理培

训。SFA 将对不遵守规定或不遵守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要求的食品经营者采取执法行动。违例者一经定罪，可被判罚

款最高 1 万美元，或最长一年监禁，或两者兼有。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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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越南食品安全局发布两种假冒保健食品

信息
食品伙伴网讯 据越南食品安全局官方信息：近期食品安全部门的热线经常收到投诉，有关越南市场上出现 2种

保健食品，其广告内容为具有抗病毒、抗 COVID-19 病毒、抗炎和抗炎、治疗流感和呼吸道感染的作用。

经调查发现，这两种保健食品分别是 Xuyen Tam Lien CV19 有全露公司的标 (红色包装盒)和 Xuyen Ta

m Lien CV19 有一露公司的标(绿色包装盒) ，上述产品的标签上都声称具有抗病毒、抗 COVID-19 病毒、抗炎和

抗炎、治疗流感和呼吸道感染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保健食品在食品安全局并没有任何备案，因此可判定上

述保健食品都是假冒不合格产品。

日前，食品安全局正在与相关机构联合处理此案。为了确保消费者的健康，越南卫生部及卫生安全局就此事件发

布警示：消费者切勿网购述保健食品，若有发现即可拨打食品安全局热线。此外，越南食品安全局称，没有任何保健

食品可以治愈 COVID-19 或预防该病毒，若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应立即联系最近卫生机构，及时检查并

进行治疗。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0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94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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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2021 年 5 月、6 月全球新发非洲猪瘟疫

情信息汇总
食品伙伴网讯 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非洲猪瘟防控疫情信息，食品伙伴网不完全统计，2021 年 5 月、6 月发生非

洲猪瘟疫情 153 起，其中家猪 25 起，野猪 128 起。

2021 年 5 月、6月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的国家涉及拉脱维亚、匈牙利、不丹、德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缅甸、马

来西亚。

农业农村部公布的 2021 年 5 月、6 月非洲猪瘟疫情发生日期分别在 5月 12 日、5月 19 日、6 月 7 日、6月 8日、

6 月 15 日、6 月 25 日、6月 28 日。

截止到 6 月 28 日，2021 年以来，全球共有 18 个国家和地区发生 889 起家猪和 3150 起野猪共 4039 起非洲猪瘟疫

情。

据悉，以上数据均来源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80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53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4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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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重修！日本《进口食品事前确认制度纲要》

大变身
食品伙伴网讯 近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生食发 0629 第 7 号通知，对《进口食品等事前确认制度纲要》（以下

简称《制度纲要》）进行了大幅修改。修改后的纲要包括进口食品等事前确认制度的适用范围、事前确认内容、事前

确认申请手续、注册的有效期、进口手续、出口国在此项制度中担任的角色以及其他几部分的内容。这是继《进口食

品等事前确认制度纲要》发布以来时隔二十多年后的第一次修改，在各部分制度纲要处都做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对

今后食品的进口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食品伙伴网为应广大网友的咨询，针对日本事前确认制度主要修订内容，及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方面进行解析，

以期为企业出口日本降低违规风险。

《制度纲要》修改内容对比

更多内容详见：重修！日本《进口食品事前确认制度纲要》大变身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8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95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95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21/07/6011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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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上半年中国自巴西进口牛肉 51.9 万吨，

占巴出口总量 58.9%
巴西冷冻食品协会网站（Abrafrigo）7 月 7日公告。根据巴西经济部外贸秘书处（SECEX）最新统计数据，今

年上半年巴西牛肉出口超 88 万吨，同比下降 3.2%，金额 40.84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6 月，巴牛肉出口 16.56

万吨，同比下降 6%，金额 8.3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

作为巴西牛肉最主要出口目的地国，今年上半年，中国共计进口巴西牛肉 51.9 万吨，占巴出口总量 58.9%，进

口金额 24.12 亿美元，均与去年同期水平相近。6月，中国自巴进口牛肉量约 10.1 万吨，尽管高于 5 月 8.72 万吨

水平，但较去年同期仍下降 4.1%。

在其他巴西牛肉主要出口市场中，美国、智利、菲律宾、埃及和阿联酋分列第二至第六位，今年上半年进口量

分别为 4.25（同比增长 111.3%）、3.98（增长 16.9%）、2.93（71.6%）、2.19（-60.8%）和 1.96 万吨（11.7%）。

此外，上半年 79 个国家自巴进口牛肉量同比实现增长，73 个国家下降。

文章来源：商务部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2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3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3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50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951.html


22

国际预警
日本召回放射性铯超标的蜂蜜

食品伙伴网讯 2021 年 7 月 27 日，日本消费者厅发布消息称，某企业生产的蜂蜜中放射性铯含量超过规定标准

（规定标准：100Bq/kg），故对相关产品进行召回。

召回的产品信息如下：

召回商品：蜂蜜

生产日期：2021 年 6 月 16 日至 7 月 22 日

召回开始日期：2021 年 7 月 22 日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0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8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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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韩国修改《进口食品安全管理特别法》

食品伙伴网讯 7 月 24 日，韩国国会议会通过了《进口食品安全管理特别法》部分修改草案，其主要内容如下：

法规名称 主要内容 实施日期

进口食品安全管理特别

法

传染病发生时要进行境外生产企业非接触调查。 立即实施

引入非法行为举报者奖金制度。

提高代替停业的罚款金额上限（2亿韩元→10 亿韩元）。

在食品药品安全部的网站主页公开危害食品信息。

发布后 6 个月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95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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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法国含玻璃碎片的肥鸭肝销至我国香港

食品伙伴网讯 据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RASFF）消息，2021 年 7 月 26 日，法国通过 RASFF 通报本国

出口肥鸭肝不合格。具体通报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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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7-26 法国 肥鸭肝 2021.3919 含玻璃碎片
分销至其他成员国/

从消费者处召回
警告通报

据了解，不合格产品除在法国销售外，还分销至了比利时、丹麦、西班牙、瑞典和我国香港。食品伙伴网提醒

出口企业，严格按照欧盟成员国要求进行产品出口，注意产品中异物的存在，保证产品的安全性，规避出口风险。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7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75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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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2021 年 7 月中国出口韩国食品违反情况

（更新至 7月 25 日）
食品伙伴网讯 说明：本资料来自韩国食药监局官方网站，由食品伙伴网翻译整理。本页提供的出口阶段违反食

品及食品相关产品均作返回出口国或废弃处理。

更多信息查询请见：输韩食品违反情况查询

发布

日期

处理

机构

产品

类别

产品

名称

韩语产品名

（英语产品

名）

制造商/出口公司 违反内容 标准 结果 保质期

2021.

07.01

京仁

厅

器具

及容

器包

装

ZARA

HOM

E 餐

具

자라홈 테이

블 웨어

MINQING BIG FOR

TUNE ARTS AND C

RAFTS CO., LTD.

锑，铅，镉超

标

锑：0.1mg/

L 以下，铅：

0.8mg/L 以

下，镉：0.

07mg/L 以

下

1.灰色盘底/

黄色边框盘

子：锑：0.5

mg/L，铅：3.

2mg/L，镉：

0.41mg/L.2.

米色（内部）

/黄色（边框）

杯子：镉：0.

27mg/L.3.黄

色盘底/灰色

边框盘子：锑

0.7mg/L，铅：

3.7mg/L，镉：

8.02mg/L.

~

2021.

07.01

京仁

厅

器具

及容

器包

装

腈纶

卫生

手套

니트릴 위생

장갑

GUANGZHOU ZHAOT

IA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

O., LTD

锌超标
15 mg/L 以

下
33mg/L ~

2021.

07.01

京仁

厅

加工

食品

腌制

野菜

염장곰취

SALTED A KI

ND OF GROUN

DSEL

DANDONG JINTAN

FOOD CO.,LTD
细菌数超标

n=5, c=2,

m=1,000,00

0, M=5,00

0,000

n1=16,000,0

00, n2=17,0

00,000, n3=

23,000,000,

n4=4,900,0

00, n5=11,0

00,000

21/05/28~22

/05/27

2021.

07.01

京仁

厅

农林

产品

新鲜

荔枝
신선한 리치

ZHANGZHOU XINMI

NGXING TRADING

CO.,LTD

残留农药（啶

虫脒）超标

0.01 mg/kg

以下
0.06 mg/kg ~

2021.

07.02

首尔

厅

器具

及容

器包

装

水瓶 물병

XUZHOU JIAJIE G

LASS PRODUCTS C

O., LTD

1,3-丁二烯

（丙烯腈-丁

二烯-苯乙

烯）超标

1 以下 4 ~

更多内容详见：2021 年 7 月中国出口韩国食品违反情况（更新至 7月 25 日）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80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8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526.html
http://db.foodmate.net/choujian/gjyj_search.php?file=korea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21/07/6007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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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2021 年 7 月输日食品违反日本食品卫生

法情况（7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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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伙伴网讯 近日，日本厚生劳动省更新输日食品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情况，通报多批次食品及相关产品不

合格。

序

号
发布日期 品名 制造者 发货者 生产国 不合格内容

担当检

疫所
输入者 备考

1 7 月 5 日

冷冻水煮章鱼

（FROZEN BOIL

ED OCTOPUS）

RIZHAO LonGXING

LTD
中国 大肠菌群阳性 大阪

株式会社

フォア

ロン

监控

检查

2 7 月 5 日 可可粉
BonATRADE MARKET

ING
菲律宾

检出 细菌总数

5.2×10⁴ /

g

福岡空

港

遠山貿易

株式会

社

自主

检查

3 7 月 5 日
橡胶制器具：手

套

KICHY VIETNAM C

O.,LTD
越南

检出 蒸发残留

物 （水） 80

μg/ml 不合格

東京

有限会社

GT ジャ

パン

自主

检查

4 7 月 5 日
绿豆（MOONG D

HAL YELLOW）

MAY YUMARINE

PRODUCTS CO.,

LTD

缅甸
检出 噻虫嗪

0.07 ppm
横浜

スカイラ

イン貿易

株式会

社

命令

检查

5 7 月 5 日

黄铜碗（PMMA

涂层）BRASS B

OWL

ABI HANDICRAFTS 印度

材质规格不合

格，检出铅超

标，蒸发残留物

（4%醋酸） 32

μg/ml

東京

有限会社

ノート

ブックス

自主

检查

6 7 月 5 日

粉末清凉饮料

（老桂圆红枣

(Ginger Longa

n Jujube)）

GU JHUANG LTD. 中国台湾 大肠菌群阳性 大阪 松本 学
自主

检查

7 7 月 5 日

粉末清凉饮料

（红豆香芋(Re

d beans Tar

o)）

GU JHUANG LTD. 中国台湾 大肠菌群阳性 大阪 松本 学
自主

检查

8 7 月 5 日

粉末清凉饮料

（鲣鱼海带(Bo

nito kelp)）

GU JHUANG LTD. 中国台湾

大肠菌群阳性、

细菌总数 4.8

×10³/g

大阪 松本 学
自主

检查

更多内容详见：2021 年 7 月输日食品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情况（7月 29 日更新）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89.html
http://db.foodmate.net/choujian/gjyj_search.php?file=japan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71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7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21/07/6012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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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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 29 周）
说明：本资料来自欧盟官方网站，有任何疑问，请联系邮箱 news@foodmate.net。

更多信息查询请见：欧盟对华预警情况查询

食品伙伴网讯 据欧盟官方网站消息，在 2021 年第 29 周通报中，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通报

中国食品及相关产品有 3 例。具体通报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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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7-21 葡萄牙 三聚氰胺碗 2021.3857
三聚氰胺迁移量

超标

产品尚未投放市场/

销毁
拒绝入境通报

2021-7-22 意大利 速食粉丝 2021.3880
未经授权的转基

因

产品尚未投放市场/

置于海关印章下
拒绝入境通报

2021-7-23 葡萄牙
聚酰胺厨房

钳
2021.3914

初级芳香胺迁移

率高

产品尚未投放市场/

重新派送
拒绝入境通报

食品伙伴网提醒各出口企业，要严格按照进口国要求进行产品出口，注意食品接触性材料中各物质的迁移量，不

使用欧盟未授权的物质，保证食品及相关产品的安全性，规避出口风险。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db.foodmate.net/choujian/gjyj_search.php?file=european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75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50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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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洋葱的生物活性物质、保健功能及安全

性研究进展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植物与人体健康机理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甘人友博士与观赏园艺与创意

栽培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苗保河博士为共同通信作者，观赏园艺与创意栽培创新团队赵欣欣博士为第一作者（共同

第一）在国际期刊《Frontiers in Nutrition》上发表题为“Recent Advances in Bioactive Compounds, Health

Functions, and Safety Concerns of onion （ Allium cepa L.）”的研究进展论文，全面综述了洋葱富含的

主要生物活性成分、重要的健康功能以及洋葱可能存在的安全性问题。

洋葱（ Allium cepa L.）作为一种常见蔬菜，在世界各地被广泛食用。洋葱含有多种植物化学物，包括有

机硫化合物、酚类化合物、多糖和皂苷等。本文综述了近五年的相关文献，重点讨论了洋葱及其活性化合物具有的

抗氧化、抗菌、抗炎、抗肥胖、抗糖尿病、抗癌和免疫调节等多种健康功能，以及对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肝脏、

肾脏、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和生殖系统等的保护作用。

此外，本文还讨论了食用洋葱可能存在的潜在安全问题，如农药残留、重金属富集和病原微生物污染等，以及

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综上所述，洋葱及其活性化合物在防治某些慢性疾病的功能食品和保健品开发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Zhao X-X#, Lin F-J#, Li H, Li H-B, Wu D-T, Geng F, Ma W, Wang Y, Miao B-H* and Gan R-Y*. （2021）.

Recent Advances in Bioactive Compounds, Health Functions, and Safety

Concerns of onion （ Allium cepa L.）. Front. Nutr. 8:669805. doi: 10.3389/fnut.2021.669805

论文链接： https://doi.org/10.3389/fnut.2021.669805

文章来源：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

http://news.foodmate.net/tag_50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78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4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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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青海黑果枸杞白色浆果颜色变异的机理

研究取得新进展
近日，青海省科技厅组织专家，对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青海省农林科学院）承担的“黑果枸杞白色浆果颜色

变异的机理研究”项目进行了成果评价。

花青素是黑果枸杞浆果中最重要的内含物，白色浆果内花青素的消失很可能会降低植株抗逆性，对黑果枸杞浆

果的品质也有巨大影响。项目以黑果枸杞的黑果为对照，重点比较了 261 个和花青素合成相关的基因中直接参与花

青素合成的 55 个结构基因和 10 个调节基因的表达水平。结果显示，白果中 5 个结构基因的低表达为花青素消失的

主要影响因素，花青素合成途径被阻断导致了白果中颜色的消失，调节基因不是导致黑白果颜色差异的因素。

项目揭示了黑果枸杞白果颜色变异的分子机制，为珍稀资源特异种质遗传育种、改良其他种质抗性和丰富花色

提供了理论依据。

文章来源：青海省科学技术厅

http://news.foodmate.net/tag_58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3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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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想要强身健体效果显著吗？那就在早餐

补充更多的蛋白质
昼夜节律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普遍存在的内源性计时系统（生物钟），大约以 24 小时为一个周期，控

制着机体一系列生物过程，包括激素分泌、代谢循环和对病原体的免疫保护。总之，昼夜节律是我们生命中不可分

割的重要部分。

同样不可分割的还有蛋白质，这些是由 20 种氨基酸组成的生物大分子化合物，是人与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基础

营养素。蛋白质的英文单词“protein”来源于希腊语“proteios”，意思就是“第一重要”。

那蛋白质与昼夜节律之间存在什么联系呢？

近日，发表在《Cell Reports》上的一项研究中，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领导的研究团队发现，同样是摄入蛋白

质，对于增强肌肉功能而言，摄入时间不同，肌肉肥大（肌肉体积增大）的效果不同。早餐时蛋白质吃得多，肌肉

肥大更显著。

该研究表明，在一天中恰当的时间摄入适量的蛋白质对强壮身体至关重要，并提出了一种类似“时间营养学”

的概念，即什么时间吃，与吃什么和怎么吃同样重要。这意味着，饮食方式的简单改变可能是确保我们肌肉健康的

关键。

众所周知，膳食蛋白质是我们身体蛋白质的来源，而支链氨基酸（BCAA）（如亮氨酸、异亮氨酸和缬氨酸）可

以通过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点，即 mTOR 途径激活骨骼肌的合成，因此，它们对肌肉生长非常重要。

此前对西方和亚洲国家饮食的调查显示，早餐期间的蛋白质摄入量通常较低，而且蛋白质在一天中各餐的分布

是不同的。在人类和啮齿动物中，蛋白质摄入的分布与肌肉功能有关，如肌肉合成、握力和肌肉体积。还有研究表

明，在早餐和午餐时补充蛋白质可以增加老年人的骨骼肌体积。因此，研究人员假设，不仅是蛋白质的摄入总量，

而且其在各餐中的分布对肌肉生长也很重要。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调查了在一天中不同时间摄入蛋白质对肌肉的影响。

首先，他们每天给实验小鼠喂食两顿高（11.5%）或低（8.5%）蛋白质含量的食物。

研究人员发现，与晚餐时摄入蛋白质的效果相比，早餐时摄入蛋白质会诱发肌肉肥大效应，即使摄入量较低。

这是由评估小鼠腿部跖骨肌肉的诱导性肥大来确定的。具体而言，早餐喂食 8.5%蛋白质的小鼠中，肌肉肥大程度比

晚餐摄入 11.5%蛋白质的小鼠增加了 17%。他们还发现，在一天中较早摄入支链氨基酸（BCCA）会加速肌肉肥大。

为了证实这些效应与昼夜节律之间的联系，研究人员接下来设计了全身 ClockΔ19 基因突变或缺乏控制生物钟

基因的肌肉特异性 Bmal1 基因敲除小鼠。他们对这些小鼠重复了饮食分配实验，但没有观察到类似的肌肉变化，这

证实了在蛋白质摄入的情况下，昼夜节律参与了肌肉生长。

更多内容详见：想要强身健体效果显著吗？那就在早餐补充更多的蛋白质

文章来源：中国生物技术网微信号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9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8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34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21/07/6007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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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科所利用基因编辑创

制出具有高产和氮高效利用潜力的小麦

新种质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作物转基因及基因编辑技术与应用创新团队，利用 CRISPR/Cas9 基因编

辑技术，定点敲除小麦品种郑麦 7698 中的 TaARE1 基因，获得了具有高产和氮高效利用潜力的小麦新种质，

为培育资源高效利用小麦品种提供了新途径，对于减少氮肥施用量，增加小麦产量，确保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7 月 16 日，相关研究成果在《植物学报（Journal of Integrative Plant Biology）》上在线发

表。

据夏兰琴研究员介绍，氮素是植物生长发育必须的营养素之一。农业实践中主要依靠大量施用氮肥提高小麦产

量，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小麦“绿色革命”后，耐高肥和抗倒伏的半矮秆品种的广泛种植虽然大幅度提

高了小麦产量，但长期过度使用氮肥不仅提高了种植成本，也加剧了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目前普遍存在品种氮素

利用效率低的问题，大多数小麦品种对氮肥的利用效率不足 40%。因此，提高氮素利用效率对小麦生产可持续发展

至关重要。目前，利用基因编辑技术编辑氮素同化相关基因，提高小麦氮素利用效率的研究还未见报道。

ARE1 是一个重要的氮素同化途径的负调控因子。水稻中 ARE1 的功能缺失型突变体可以延缓植株衰老并可在

氮素有限的条件下提高水稻产量。该研究从冬小麦品种郑麦 7698 中分离鉴定出水稻 ARE1 同源基因，分析了 TaAR

E1 三个同源基因（ TaARE1-A 、 TaARE1-B 、 TaARE1-D ）在小麦中的亚细胞定位和表达模式。进一步通过 CRIS

PR/Cas9 技术靶向编辑 TaARE1 基因，经过后代分离，成功获得了系列无转基因小麦 taare1 突变体，包括 AABBd

d ， aabbDD ， aaBBdd 和 aabbdd 。在缺氮和不同供氮条件下的水培试验中，不同突变株系的根皮层细胞体积显

著增大，细胞数量增加，尤其是 AABBdd 和 aabbDD 株系增加最为明显。研究还发现在氮饥饿条件下，与野生型对

照相比，不同的突变株系中参与氮素吸收、运输和同化的关键基因均被不同程度的诱导。田间试验结果表明，在同

等种植条件下，与野生型对照相比，所有突变体的植株衰老明显延缓，粒长和千粒重均有明显增加； AABBdd 、 a

abbDD 和 aaBBdd 突变体的粒宽增加明显。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左建儒团队于 7 月 20 日在《遗传

学报（Journal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上也发表了同样的研究成果，对小麦品种科农 199 的 TaARE1 基因

进行编辑，不同突变体表现出延缓衰老，并可在氮素有限的条件下提高氮素利用效率和产量。上述结果表明： TaA

RE1 基因的敲除有助于提高小麦氮素利用效率和产量， AABBdd 和 aabbDD 编辑小麦可以作为氮高效高产小麦新种

质用于小麦品种改良。该研究结果为进一步通过基因组编辑技术调控氮素同化途径，提高小麦和其他粮食作物产量

提供了新方法。

TaARE1 基因的分子特征、郑麦 7698 品种中 taare1 缺失突变体创制及农艺性状分析

作科所在读博士研究生张佳慧为论文的第一作者，夏兰琴研究员为通讯作者。该研究得到了国家基础科技研发

计划、农业科技创新计划、中央公益性科研机构基金和中国农科院农科英才“领军人才”特支计划的资助。

文章链接：https://doi.org/10.1111/jipb.13151.

文章来源：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3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05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1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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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食品翻译中心是食品伙伴网旗下的专业翻译部门，可提供食品、医疗、生物、化学、农牧及相关领域的专业翻

译服务，业务类型包括国内外法律法规、期刊文献、产品手册、标签、专利、证书、研发报告、商务文件以及其他

专业资料，语种涉及中、英、日、韩、德、法、俄等二十余种互译。

为什么选择我们？

我司与普通翻译公司最大的区别：理科背景人才+外语专业人才=专业的科技翻译

 翻译的专业化

外语专业精英保证译文的准确性，食品、医学、生物、化学、农牧及相关行业俊杰保证译文的专业性，实行不

同专业译员双向校对，确保译文专业性。

 流程的正规化

严格按照初译-校审-专业校审-定稿-反馈-复核流程处理每份稿件。

 团队的多元化

译员来自食品、医学、生物、化学、农牧、英语、日语、韩语等相关专业，80%以上拥有硕士学历。

业务范围

凭借深厚的专业知识积累和丰富的专业翻译经验，为食品、医疗、化工等领域相关的政府部门、组织机构、跨

国企业提供专业、精准、高效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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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y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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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fanyi@foodmat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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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伙伴网合规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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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告丨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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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会议预告

8月 18-19 广州 2021 第十五届食品饮料技术峰会

9月（待定） 上海 2021 食品及化妆品包装绿色发展论坛

9月 19-22 日 大连 2021 年全球桂冠创新大会暨第十八届国际新药发明年会

10 月 14 日 上海 2021 第六届国际进出口食品政策与法律法规交流会

12 月 25-27 日 广州 2021 中国精准医疗产业博览会暨中国精准医学大会

12 月 25-27 日 广州 2021 中国生命科学大会暨 2021 中国生命科学博览会

2021 年展会预告：

8月 6-8 日 广州 GFE2021 第 42 届广州国际餐饮加盟展

8月 6-8 日 乌鲁木齐 2021 新疆（昌吉）种子展示交会 暨中国新疆（昌吉）智慧农业展览会

8月 12-14 日 深圳 2021 深圳国际自有品牌展展会

8月 12-14 日 深圳 2021 中国（深圳）儿童产业博览会暨电商直播节

8月 13-15 日 武汉 2021 第十三届中部（武汉）糖酒食品交易会

8月 13-15 日 潍坊 2021 山东（潍坊）国际食品博览会暨酒业博览会

8月 13-15 日 北京 2021 中国·北京国际礼品、赠品及家庭用品展览会（秋季）

8月 13-15 日 武汉 2021 第十三届中部（武汉）糖酒食品交易会

8月 14-16 日 潍坊 2021 山东（潍坊）糖酒食品展览会

8月 18-20 日 深圳 ISRE 2021 第六届国际智慧零售博览会

8月 20-22 日 贵阳 2021 中国·贵阳第四届生态畜牧业博览会

8月 20-22 日 太原 2021 中国（太原）餐饮供应链博览会

8月 25-27 日 上海 2021 上海国际餐饮加盟博览会

8月 25-27 日 上海 2021 第 16 届上海国际渔业博览会

8月 26-28 日 武汉 2021 中国中部（湖北）国际食品博览会

8月 27-29 日 广州 2021 亚洲国际肉类食品及加工设备展览会

8月 27-29 日 广州 CCH2021 国际餐饮连锁加盟展览会第 10 届秋季展

8月 27-29 日 郑州 第三届中国（郑州）好粮油产品及机械设备交易大会

8月 27-29 日 成都 第 7届中国·成都医药产业博览会

8月 28-30 日 宁波 2021 中国糖果零食展、中国冰淇淋冷食展暨全球高端食品展（全食展）

9月 2-4 日 义乌 2021 浙江印刷包装工业技术展览会

9月 2-4 日 南京 第六届中国（南京）国际智慧农业博览会

9月 3-5 日 济南 2021 济南餐饮产业博览会

食品伙伴网展会推荐

http://www.foodmate.net/hyhy/962/index.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4274.html
http://www.foodmate.net/hyhy/929/index.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4299.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4236.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4237.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4205.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4230.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4085.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4129.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4090.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4201.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4271.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4339.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4197.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4293.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4016.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4166.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4109.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4029.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4172.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4020.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4120.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4110.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4278.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4249.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4303.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4327.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41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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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7-9 日 青岛 2021 中国青岛国际智慧物流装备与技术展览会

9月 9-10 日 广州 2021 广州国际进口食材及农产品展

9月 9-12 日 贵阳 第十一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

9月 10-12 日 长沙 2021 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CFCE 2021)

9 月 10-12 日 广州 第十二届广州国际健康保健产业博览会

9月 23-25 日 深圳 2021 新餐饮博览会

9月 24-26 日 广州 2021 世界水果产业博览会暨世界水果产业大会

9月 25-27 日 宁波 2021 宁波国际餐饮食材展览会

9月 10-12 日 武汉 2021 第七届武汉国际电子商务暨“互联网＋”产业博览会

9月 10-12 日 杭州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二十七次年会暨 2021 年中国（国际）乳业技术博览会

9月 11-12 日 北京 2021 国际奶牛疾病大会暨奶牛业博览会

9月 17-19 日 长春 2021 第 30 届长春食品糖酒会

9月 16-18 日 广州 2021 年第七届中国(广州)国际渔业博览会

9月 24-26 日 天津 2021Hotelex 天津国际酒店用品及餐饮博览会

9月 24-26 日 广州 2021 年广州进口食品博览会

9月 25-26 日 兰州 2021 甘肃（兰州）智慧农业展览会

9月 27-29 日 北京 第十九届北京分析测试学术报告会暨展览会

9月 28-30 日 上海 第七届中国国际精准农业与信息化高峰论坛

10 月 8-10 日 深圳 第十一届中国(深圳)国际生态农业暨食品食材博览会

10 月 11-13 日 天津 第 24 届中国冰淇淋及冷冻食品产业博览会

10 月 12-13 日 上海 2021 中国营养及功能食品峰会

10 月 13-15 日 南京 2021 江苏南京餐饮业供应链展览会

10 月 14-16 日 武汉 2021 第 10 届华中科学仪器与实验室装备展览会

10 月 14-16 日 上海 2021 中国国际焙烤秋季展览会暨中国家庭烘焙用品展览会

10 月 15-17 日 上海 2021 第六届中国国际食品、肉类及水产品展览会

10 月 15-18 日 成都 中国食品工业品牌博览会暨中国食品工业发展创新高峰论坛

10 月 16-18 日 东莞 2021 第六届中国国际食品配料博览会

10 月 19-21 日 上海 2021 年中国国际品牌授权展览会∣CLE 中国授权展

10 月 20-22 日 重庆 第十届世界猪业博览会暨国际肉类加工与冷链技术装备展

10 月 20-22 日 上海 Vinexpo ShangHai 葡萄酒及烈酒全球贸易展

10 月 27-29 日 青岛 第 25 届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

10 月 27-29 日 北京 2021 第 14 届中国国际高端健康饮用水产业博览会秋季展

10 月 27-29 日 北京 AIFE 2021 亚洲(北京)国际食品饮料博览会

10 月 27-29 日 北京 CRFE2021 北京国际餐饮美食加盟展览会

10 月 28-30 日 深圳 2021 SIAL 华南国际食品和饮料展览会（深圳）

10 月 29-31 日 海南 2021 中国国际电商交易会

10 月 29-31 日 重庆 第十三届中国（重庆）火锅美食文化节暨国际食材博览会

10 月 29-31 日 烟台 2021 第二十一届国际果蔬·食品博览会

11 月 3-5 日 深圳 2021 中国（深圳）国际营养及保健食品博览会

11 月 5-7 日 北京 第十二届 IGPE 中国国际粮油精品、粮油加工及储藏物流技术博览会

11 月 5-7 日 合肥 第二十二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

11 月 5-7 日 重庆 2021 年中国（重庆） 大健康产业博览会

11 月 9-11 日 上海 FHC (Food & Hospitality China) 2021 第二十五届上海环球食品展

11 月 9-11 日 上海 2021 可追溯食品展暨第三届中国食品供应链大会

11 月 9-11 日 上海 第十二届上海国际罐藏食品及原辅料、机械设备博览会

11 月 13-15 日 西安 2021 西安糖酒会--第十二届中国（西安）糖酒食品交易会

11 月 12-15 日 深圳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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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6-18 日 武汉 2021 世界种业论坛暨世界畜禽产业博览会

11 月 16-18 日 上海 第十届中国国际饮料工业科技展 （CBST2021）

11 月 17-19 日 南京 第十四届中国在线分析仪器应用及发展国际论坛暨展览会

11 月 17-21 日 深圳 2021 深圳国际分析测试与智慧实验室技术博览会

11 月 18-20 日 上海 第二十三届中国零售业博览会

11 月 19-22 日 南昌 第十四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

11 月 19-21 日 济南 2021 第十五届中国（山东）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11 月 23-25 日 上海 swop 2021 包装世界（上海）博览会

11 月 25-27 日 北京 2021 第八届中国(北京)火锅食材用品展览会

11 月 26-29 日 沈阳 2021 第 31 届沈阳食品糖酒会

11 月 26-29 日 青岛 2021 中国（青岛）国际休闲食品饮品展览会

11 月 27-29 日 临沂 2021 第十四届中国（临沂）国际糖酒商品交易会

12 月 1-3 日 深圳 2021 第四届深圳国际餐饮食材展览会

12 月 2-4 日 深圳 2021 中国（深圳）国际跨境电商展览会

12 月 3-5 日 珠海 2021 珠海国际跨境电商贸易博览会

12 月 3-5 日 烟台 2021 世界海参产业（烟台）博览会

12 月 10-12 日 深圳 2021 中国食品文创产业博览会暨中国酒水饮品产业博览会

12 月 11-12 日 石家庄 第 28 届河北省糖酒交易会

12 月 19-20 日 菏泽 2021 中国菏泽畜牧业博览会

12 月 20-22 日 上海 2021 上海食品饮料电商展览会

12 月 24-26 日 上海 2021 上海国际农产品博览会（冬季展）

展会联系：

电话：0535-2129305

传真：0535-2129828

邮箱：expo@foodmate.net

QQ：1804696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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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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海韦力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添加剂配料

浙江冠峰食品机械有限公司——食品机械

济南思克测试技术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济南大彤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食品机械

扶风斯诺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销售部——添加剂配料

宝鸡六盘韵生物有限公司——添加剂配料

无锡迅杰光远科技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天津阿尔塔科技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天津琛航科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济南辰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无锡味可好食品有限公司——添加剂配料

上海乐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天津富海泰技术有限公司——农牧食品

常州东谱科学仪器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扶风斯诺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添加剂配料

诸城市同泰食品机械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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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商务中心:http://biz.foodmate.net/

联系方式：

Email：ec@foodmate.net

企业 QQ：2793866545

Tel：0535-2154193

食品伙伴网食品商务中心

http://biz.foodmate.net/
http://zzhaivli.foodmate.net/
http://guanfeng.foodmate.net/
http://systester.foodmate.net/
http://dtjxphj.foodmate.net/
http://niulijuan.foodmate.net/
http://liupanyunsw.foodmate.net/
http://china-ias.foodmate.net/
http://altascientific.foodmate.net/
http://scienhome.foodmate.net/
http://chenyuhuanbao.foodmate.net/
http://wxweikehao.foodmate.net/
http://rephil.foodmate.net/
http://hjlblue.foodmate.net/
http://dongpubio.foodmate.net/
http://zhuoruizhang1987.foodmate.net/
http://ttspjx.foodmate.net/
http://biz.foodmate.net/
mailto:ec@foodmat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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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培训平台

聚集食品行业线下培训会议活动，为参会、办会者提供双向服务。

为用户提供食品行业全面、专业的会议培训，找会报名更方便。

为主办方提供活动发布、营销推广，引进嘉宾更容易。

会议频道

覆盖面广，汇聚食品行业多元化会议培训。http://www.foodmate.net/hyhy/

培训频道

粉丝众多，展现食品行业多维度体系培训。http://train.foodmate.net/

联系人：高佩佩

电话：0535-2122281

邮箱：ctc@foodmate.net

Q Q : 3416988473

手机：15376602038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通世南路 229 号

食品伙伴网会议培训信息汇总

行业会议：

食品会议：http://www.foodmate.net/hyhy/list.php?catid=5609

食品安全：http://www.foodmate.net/hyhy/list.php?catid=3954

学术交流：http://www.foodmate.net/hyhy/list.php?catid=3955

行业培训：

按行业：

技术培训：http://train.foodmate.net/list-1884.html

法律法规：http://train.foodmate.net/list-1883.html

体系认证：http://train.foodmate.net/list-1882.html

质量管理：http://train.foodmate.net/list-1885.html

企业管理：http://train.foodmate.net/list-1886.html

其他培训：http://train.foodmate.net/list-1888.html

食品伙伴网培训中心培训信息

更多行业会议请关注

http://www.foodmate.net/hyhy/
http://train.foodmate.net/
mailto:ctc@foodmate.net
http://www.foodmate.net/hyhy/list.php?catid=5609
http://www.foodmate.net/hyhy/list.php?catid=3954
http://www.foodmate.net/hyhy/list.php?catid=3955
http://train.foodmate.net/list-1884.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list-1883.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list-1882.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list-1885.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list-1886.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list-18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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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食品人学习交流机会汇总，每周更新！（2021.8.2）

【精选】食品伙伴网课程推荐，内审员证，技术学习线上搞定！

最新推出

食品中兽药残留检测方法验证和检测过程中的质量控制线上直播课

▲时间：2021 年 8 月 18 日 15:00-16:00

▲报名和听课地址：http://study.foodmate.net/web/zbk/detail?id=587&fuid=62

▲培训内容：

本次讲座结合最新的 GB 标准要求，同时参照欧盟法规 2002/657/EC 的相关技术要求，通过对“食品中兽药残留检

测方法验证和检测过程中的质量控制”的探讨，进一步介绍沃特世新技术/解决方案在兽药残留分析的热点应用分

享、行业趋势剖析以及难点问题解析等方面的应用，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实验室技术人员。

【线上培训】《泡凤爪生产技术》重磅上线

课程链接：http://study.foodmate.net/dbk/detail?id=753&fuid=62

主要内容：

泡凤爪产品的生产标准、风味以及相关技术指标和关键性技术控制点；

泡凤爪的脆度和色泽控制技术；

泡凤爪的风味调试处理技术；

泡凤爪的保质期技术以及新版 GB2760 条件下的泡凤爪技术等。

课程最后还通过不同的案例，分享了泡凤爪生产中常见的各种不同风味的泡凤爪产品的生产技术，以及泡凤爪产品

常见的各种质量问题原因分析和相应的处理办法等，让大家了解到泡凤爪在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相关的控制技术，以

便于更好的应用到实际生产当中。

详情介绍：https://mp.weixin.qq.com/s/vrQjgAq_zcFzhCZBeyKiKQ

MDPTCT 2021 第三届乳及乳制品检测与控制技术交流会·2021 年 10 月 18-21 日（18 日下午报到） 河北·石家庄

▲会议专题：

（一）行业趋势及风险预警专题

（二）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专题

（三）乳制品微生物检测专题

（四）乳制品中营养物质检测专题

（五）乳制品药物残留检测专题

（六）污染物、非法添加物检测专题

（七）乳制品生产环境与质量安全专题

（八）包装及接触材料检测专题

▲详情介绍：https://mp.weixin.qq.com/s/pM8_h0sRJBLSDLkZ7IieBA

▲报名咨询：

张老师：13054506560

邮箱：train03@foodmate.net

QQ：3103849236

▲报名链接：http://ctc.foodmate.net/show-2586-70.html

特别推荐：

【食品论坛·大讲堂】水产制品加工技术概述

直播时间：2021 年 8 月 10 日 15:00-16:00

http://w.foodmate.net/crm/wx/detailsee.php?id=13865
http://study.foodmate.net/web/zbk/detail?id=587&fuid=62
http://study.foodmate.net/dbk/detail?id=753&fuid=62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jc4MDg1Nw==&mid=2247486235&idx=1&sn=4e8452b882ed61c5de6872884bf662a3&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Mzk3MDY5MQ==&mid=2247517013&idx=2&sn=1a84ef1c8f148716e49b898c35138cb2&scene=21
mailto:train03@foodmate.net
http://ctc.foodmate.net/show-2586-70.html


40

报名和听课地址：http://study.foodmate.net/web/zbk/detail?id=586&fuid=62

课程简介：海洋经济是海洋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水产品加工是海洋渔业的重要一环，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水产品加工技术范围，不仅包括水产食品加工，也包括水产品的综合利用、海洋生物制药等方面的内容。本课

程主要从水产品特性、原料及分类出发，结合食品伙伴网水产品项目组可提供的行业技术服务，具体给大家分享两

个水产品加工技术案例，给予大家参考，便于大家应用到实际研发生产中。

主讲人：林工

老师介绍：林工，曾任职多家水产品公司，主要从事水产品方面的质量管理，产品研发，生产管理等工作。对星鳗，

鱿鱼，鳕鱼，三文鱼，鲐鱼，多春鱼，带鱼，黄花鱼等鱼种在冻品、干燥类、调理类、裹粉类、罐头，休闲食品方

面有 15 年的从业经验。

主要内容：

1、前言

2、水产品的特性和水产加工目的

3、主要水产品加工原料

4、水产品加工的分类

5、案例分享

详情介绍和课件下载：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232793-1-1.html

2021（第七届）食品质量管理研讨会·10.22~23·北京

会议简介：本研讨会旨在通过对食品加工企业存在“薄弱点”的解析和案例分享，关注产品质量、过程质量、体系

质量，再到企业质量。帮助企业提高管理者食品安全风险、质量意识，切实为企业解决日常生产中的问题，为食品

企业持续发展打下夯实的基础。同时，也为食品人提供一个相互交流与学习的平台。

会议时间：10.22~23

会议地点：北京

合作·发言·招商·招生请联系：

方老师 电话：13356941975（微信同号）

食品小 Q 电话：18905354660（微信同号）

详情介绍：https://mp.weixin.qq.com/s/e_7TkoTfCd4yQx2iGD_rDg

线下·培训·会议

研发类：

1、第三届 SEPA《2021 感官评价实践应用研讨会》

会议时间：2021 年 8 月 4-5 日

会议主办方：食品伙伴网

会议地点：中国 · 上海

会议主题：领略感官评价前沿技术 丰富感官评价应用实践经验

参会对象：欢迎企业的感官评测人员、品管品控人员、新产品开发人员，高校、科研院所等从事食品感官分析的研

发技术人员，智能仪器机械设备厂家、消费者调研公司等相关人员报名参与。

报名链接：http://ctc.foodmate.net/show-2057-16.html

详情介绍：https://mp.weixin.qq.com/s/RBLQ34sNh6IHN5tcSFKlwQ

2、2021 感官科学热点技术培训（卓越班·上海站）

主办单位：食品伙伴网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适用对象：具有感官分析工作经验的食品、日化及其他行业的感官评测人员、品管品控人员、新产品开发人员

授课讲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农业食品标准化研究所资深培训师

培训地点：上海（具体地点第二轮通知推出）

http://study.foodmate.net/web/zbk/detail?id=586&fuid=62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232793-1-1.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Mjk1ODUxNw==&mid=2247566848&idx=1&sn=4e3069ac5c7deb889d6dd771c36b4595&scene=21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231388-1-1.html
http://ctc.foodmate.net/show-2057-16.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2MTAzMzUxMA==&mid=2247514976&idx=1&sn=459272a359333c7d3405744f4d6b224f&scen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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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时间：2021 年 8 月 6日--7 日（8月 6日上午 8:00-8:30 签到）

报名链接：http://ctc.foodmate.net/show-2119-70.html

详情介绍：https://mp.weixin.qq.com/s/8qBwzBb4tkrKCJz09o5b7A

3、【8月·上海】2021 第二届宠物食品加工与适口性提升论坛

【举办时间】2021.8.21-22（20 日下午签到）

【举办地点】中国·上海（具体酒店待后续通知）

【邀请对象】宠物食品企业及上下游相关企业的技术研发人员、质量管理人员、生产管理人员以及高层管理者；高

校、科研院所等单位从事宠物相关应用研究的专家学者和学生等。

报名链接：http://ctc.foodmate.net/show-2358-70.html

详情介绍：https://mp.weixin.qq.com/s/hUEm1hA4o4c9bcW24i_fkQ

4、会议启动 | 8 月·上海 第二届鱼糜制品加工技术创新论坛

主办单位：食品伙伴网

时间地点：8 月 27-28 号（8 月 26 日报到） 上海

主题关键词：

水产 鱼糜 鱼糜制品 火锅/餐饮食材 研发 质量 检测 保鲜 市场 消费与销售 原料 设备 技术 法规 报告 感官

创新开发

参会对象：

水产品、鱼糜及鱼糜制品加工企业，餐饮连锁企业研发、质量、生产等相关技术人员，高层管理者；原辅料、调味

品生产企业及供应商；相关机械设备制造厂家；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人员；餐饮终端经营企业人员等。

会议联系人：高老师 13375455245（微信同号）

详情介绍：https://mp.weixin.qq.com/s/nKzx9zK1jYsvLR5-OL_8Eg

5、2021 第三届中式菜肴工业化加工技术研讨会（首轮通知）

会议简介：继成功举办两届大会后，2021 年食品伙伴网将对大会进行升级，举办 2021 中餐工业化加工技术论坛

暨第三届中式菜肴工业化加工技术研讨会。邀请行业专家从专业角度剖析相关产品研发创新、生产工艺、新技术应

用、安全合规、质量控制等话题。旨在为中餐食品行业搭建一个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平台，促进企业创新升级，加

速中餐工业化进程。

•主办单位：食品伙伴网 中国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时 间：2021 年 11 月 12-13 日（2 天）

•地点：济南

参会对象：餐饮连锁及餐饮供给侧企业的管理人员，研发生产，供应链相关人员，相关法规， 质量人员，原辅料

供应商，相关设备、包装企业，及科研院所等。

报名联系人：18905354390（微信同号）、18906382430（微信同号）

详情介绍：https://mp.weixin.qq.com/s/Rum0q4NhSfWOaXXpAhOgYg

6、关于举办《2021 功能性食品行业提升论坛》的通知

主办单位：食品伙伴网

时间：2021 年 11 月(2 天会议)

地点：中国 上海

会议主题：科学循证，技术创新

会议招商进行中~

推荐方案：

战略合作支持单位（仅限 1 位）

技术主题发言（名额有限）

大会晚宴赞助冠名（仅限 1 位）

http://ctc.foodmate.net/show-2119-70.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2MTAzMzUxMA==&mid=2247504270&idx=1&sn=3a2409a2232e66d64bbb6b9d714a7e10&scene=21
http://ctc.foodmate.net/show-2358-70.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zMzgxMDQ0OA==&mid=2247495585&idx=1&sn=821b3679d5b2388e908896d6c7e2a9ad&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OTk0NjQ5Mw==&mid=2247487186&idx=1&sn=146402d2c9e6a028d718507a047c15cd&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ODI0MTIxMg==&mid=2247491966&idx=1&sn=7014fd1fe4e4239dedcb1367a7b96135&scen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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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展台展示（位置优先选择）

更多赞助形式：

代表证赞助（独家）

企业资料入袋

礼品/茶歇赞助

会刊彩页

易拉宝摆放等

招商报名联系人：杨老师：15600880236（微信同号）

详情介绍：https://mp.weixin.qq.com/s/jLMgn4KULd_Hyd3jeRZguw

合规类：

1、食品出口合规实操班-宁波

会议时间：8.26-27

会议地点：宁波

详情介绍：http://info.foodmate.net/exhibit/show.php?itemid=195

联系我们：杨女士：18153529013（同微信）

盛女士：13370912395（同微信）

2、2021 年（第三届）食品安全与标准法规研讨会

会议时间：10.22-23

会议地点：北京

详情介绍：http://info.foodmate.net/exhibit/show.php?itemid=178

联系我们：杨女士：18153529013（同微信）

盛女士：13370912395（同微信）

质量和体系类：

1、2021（第七届）食品质量管理研讨会

会议简介：本研讨会旨在通过对食品加工企业存在“薄弱点”的解析和案例分享，关注产品质量、过程质量、体系

质量，再到企业质量。帮助企业提高管理者食品安全风险、质量意识，切实为企业解决日常生产中的问题，为食品

企业持续发展打下夯实的基础。同时，也为食品人提供一个相互交流与学习的平台。

会议时间：10.22~23

会议地点：北京

合作·发言·招商·招生请联系：

方老师 电话：13356941975（微信同号）

食品小 Q 电话：18905354660（微信同号）

详情介绍：https://mp.weixin.qq.com/s/e_7TkoTfCd4yQx2iGD_rDg

2、ISO9001、ISO22000、HACCP 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

【培训时间·地点】

上海站——2021 年 11 月 18 日-20 日（三天）

济南站——2021 年 12 月 16 日-18 日（三天）

具体日期地点以开课通知为准

【培训费用】

标准费用： 2500 元/人；10 月 21 日前报名，享受早报优惠 2200 元/人；两人以上含两人报名，享受团报优惠 2200

元/人；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NDk1NzIzMQ==&mid=2247494006&idx=1&sn=0fe3febde4267173059108bb70cd2540&scene=21
http://info.foodmate.net/exhibit/show.php?itemid=195
http://info.foodmate.net/exhibit/show.php?itemid=178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Mjk1ODUxNw==&mid=2247566848&idx=1&sn=4e3069ac5c7deb889d6dd771c36b4595&scene=21


43

以上费用包括培训费、讲义、证书、午餐费。住宿费及早晚餐费用、往返交通费用，不在培训费用内，学员自理。

可帮学员预定协议酒店，费用优惠；培训前发送具体培训会议通知及注意事情，发送具体培训地址路线等，提供最

好的服务。

【颁发证书】

考试合格后颁发三个体系的内审员证书，网站可查，全国认可。

请报名时填报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制作证书。

【联系我们】

方老师 13356941975（同微信号）

袁老师 18905354660（同微信号）

详情介绍：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233876-1-1.html

检测类：

1、【理论+实操】食品微生物检验实际操作培训班·2021 年 8 月 28-31 日·北京

▲详情介绍：https://mp.weixin.qq.com/s/W6Hjm1COjZatZUsajnakhg

▲报名咨询：

史老师：18153528983（微信同号）

邮箱：meeting18@foodmate.net

▲报名链接：http://ctc.foodmate.net/show-2180-70.html

2、2021（第三届）兽药残留检测技术交流会

▲时间地点：2021 年 9 月 16-17 日·上海

▲报名咨询：吕老师 13370946458

邮箱：foodlabs@foodmate.net

QQ：1069580558

▲详情介绍：https://mp.weixin.qq.com/s/8fBgyw7JpDNMsX0Q0xMhYw

▲报名链接：http://ctc.foodmate.net/show-2360-70.html

3、MDPTCT 2021 第三届乳及乳制品检测与控制技术交流会·2021 年 10 月 18-21 日（18 日下午报到）河北·石家

庄

▲会议专题：

（一）行业趋势及风险预警专题

（二）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专题

（三）乳制品微生物检测专题

（四）乳制品中营养物质检测专题

（五）乳制品药物残留检测专题

（六）污染物、非法添加物检测专题

（七）乳制品生产环境与质量安全专题

（八）包装及接触材料检测专题

▲详情介绍：https://mp.weixin.qq.com/s/pM8_h0sRJBLSDLkZ7IieBA

▲报名咨询：

张老师：13054506560

邮箱：train03@foodmate.net

QQ：3103849236

▲报名链接：http://ctc.foodmate.net/show-2586-70.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233876-1-1.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Mzk3MDY5MQ==&mid=2247516974&idx=4&sn=419755b4bcdb78543611bc0d501e6cf5&scene=21
mailto:meeting18@foodmate.net
http://ctc.foodmate.net/show-2180-70.html
mailto:foodlabs@foodmate.ne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2MDc0OTQ1Ng==&mid=2247501157&idx=3&sn=d96f30349cf8e324041baf1a3581d598&scene=21
http://ctc.foodmate.net/show-2360-70.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Mzk3MDY5MQ==&mid=2247517013&idx=2&sn=1a84ef1c8f148716e49b898c35138cb2&scene=21
mailto:train03@foodmate.net
http://ctc.foodmate.net/show-2586-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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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解读及相关检测方法与技术培训班

▲时间地点：2021 年 10 月 28 日-29 日（27 日下午报到）上海

▲报名咨询：

吕老师 13370946458

邮箱：foodlabs@foodmate.net

QQ：1069580558

▲报名链接：http://ctc.foodmate.net/show-2364-70.html

5、【理论+实操】食品中兽药残留检测技术与实际操作培训班

（青岛、烟台、济南、北京、上海、杭州，满 20 人开班。）

▲时间地点：第一期：满 20 人开班

▲详情介绍：https://mp.weixin.qq.com/s/LoUH86Cxnu0GzTaCN_dw3Q

理论学习+实际操作+技术讲座和专题讨论+结业证明

▲报名咨询：

吕老师 13370946458

邮箱：foodlabs@foodmate.net

QQ：1069580558

▲报名链接：http://ctc.foodmate.net/show-1925-70.html

6、【理论+实操】食品中农药残留检测技术与实际操作培训班

（青岛、烟台、济南、北京、上海、杭州，满 20 人开班。）

▲详情介绍：https://mp.weixin.qq.com/s/J0aKGhd55_-ssOAXzcHHEQ

理论学习+实际操作+技术讲座和专题讨论+结业证明

▲报名咨询：

吕老师 13370946458

邮箱：foodlabs@foodmate.net

QQ：1069580558

▲报名链接：http://ctc.foodmate.net/show-1926-70.html

7、2021 年第一届农残检测能力验证实操培训班（烟台）

▲详情介绍：多农残能力验证（理论+实操）

▲报名咨询：杨老师 18006456954（微信同号）

▲报名链接：http://ctc.foodmate.net/show-1788-70.html

8、2021 年第三届兽残检测能力验证实操培训班

▲详情介绍：呋喃代谢物+沙星（理论+实操四选二）

β-受体激动及+氯霉素（理论+实操）

▲报名咨询：杨老师 18006456954（微信同号）

▲报名链接：http://ctc.foodmate.net/show-2248-70.html

线上·培训·研讨会·活动

2021 食品标签合规及投诉举报应对交流会-线上直播

培训时间：2021 年 8 月 5-6 日

参与方式：线上直播 食学宝

报名链接：http://study.foodmate.net/zbk/detail?id=572&fuid=62

mailto:foodlabs@foodmate.net
http://ctc.foodmate.net/show-2364-70.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3MTc1MDMxNw==&mid=2247504442&idx=2&sn=5b5c9f8a2b54c8cb87152aea1d2b383f&scene=21
mailto:foodlabs@foodmate.net
http://ctc.foodmate.net/show-1925-70.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3MTc1MDMxNw==&mid=2247504396&idx=2&sn=37c9dc748debe189676cc631a79f459f&scene=21
mailto:foodlabs@foodmate.net
http://ctc.foodmate.net/show-1926-70.html
http://ctc.foodmate.net/show-1788-70.html
http://ctc.foodmate.net/show-2248-70.html
http://study.foodmate.net/zbk/detail?id=572&fuid=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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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内容：

1、GB7718、GB 28050 等食品标签相关标准法规制修订进展

2、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常见食品标识问题解析及企业应对

3、《食品安全法》《广告法》等法律对食品标识及广告宣传的要求

4、食品投诉举报应对技巧及案例解析

5、食品添加剂及复配添加剂的使用与标识

6、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检验要求及案例解析

【研讨会】食品接触材料检测技术网络研讨会

▲时间：2021 年 8 月 6 日

▲报名和听课地址：http://study.foodmate.net/web/zbk/detail?id=557&fuid=62

▲会议内容：

09:00-10:00 食品接触用纸制品中氯丙醇风险、分布与检测

发言嘉宾：广州海关技术中心食品接触材料检测研究所 钟怀宁 主任

10:00-11:00 生物降解材料检测

发言嘉宾：广州海关技术中心食品接触事业部 张天龙 博士

备注：具体日程安排以会议现场为准！

【食品论坛·大讲堂】水产制品加工技术概述

直播时间：2021 年 8 月 10 日 15:00-16:00

报名和听课地址：http://study.foodmate.net/web/zbk/detail?id=586&fuid=62

课程简介：海洋经济是海洋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水产品加工是海洋渔业的重要一环，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水产品加工技术范围，不仅包括水产食品加工，也包括水产品的综合利用、海洋生物制药等方面的内容。本课

程主要从水产品特性、原料及分类出发，结合食品伙伴网水产品项目组可提供的行业技术服务，具体给大家分享两

个水产品加工技术案例，给予大家参考，便于大家应用到实际研发生产中。

主讲人：林工

老师介绍：林工，曾任职多家水产品公司，主要从事水产品方面的质量管理，产品研发，生产管理等工作。对星鳗，

鱿鱼，鳕鱼，三文鱼，鲐鱼，多春鱼，带鱼，黄花鱼等鱼种在冻品、干燥类、调理类、裹粉类、罐头，休闲食品方

面有 15 年的从业经验。

主要内容：

1、前言

2、水产品的特性和水产加工目的

3、主要水产品加工原料

4、水产品加工的分类

5、案例分享

详情介绍和课件下载：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232793-1-1.html

【线上培训】BRC 包材（中英文版）内审员线上培训

▲时间：2021 年 8 月 10 日-11 日

▲报名及听课链接：http://study.foodmate.net/web/zbk/detail?id=549&fuid=62

▲主讲人：张元

BRCGS Packaging ATP (Approved Training Partner)；

CCAA 认可国家注册审核员继续教育讲师；

FSSC22000 审核员讲师；

BRCGS PACKAGING 注册审核员及见证审核员；

FSSC22000 Food Manufacturing, Packaging Manufacturing, Catering 注册审核员具有 15 年食品行业从业经验及

认证机构从业经验，讲授过多场与食品认证相关的体系标准及内/外部审核员公开课程；

http://study.foodmate.net/web/zbk/detail?id=557&fuid=62
http://study.foodmate.net/web/zbk/detail?id=586&fuid=62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232793-1-1.html
http://study.foodmate.net/web/zbk/detail?id=549&fuid=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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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过千余家企业，涉及的食品行业包括畜禽类屠宰、蛋制品、奶制品、肉类深加工、罐头、果蔬、饮料、白酒、

食品添加剂和烘焙食品、餐饮业等。

▲培训内容：

1、BRCGS 包装材料标准发展历史

2、BRCGS 包装材料 V6 标准要求讲解（包括高层管理承诺和持续改进、危害和风险管理、产品安全和质量管理体系、

现场标准、产品和过程控制、人事管理、对贸易产品的要求）

3、BRCGS 包装材料、IFS PAC secure 常见审核发现及解决方案

4、包装材料核心法规、产品标准简析

5、BRCGS 包装材料、IFS PAC secure 考试，通过审核员注册真题考试促进深刻理解标准

【公开课】微生物检测方法验证实操技能提升培训

▲时间：2021 年 08 月 17 日 14：00-16：00

▲培训内容：

（1）食品相关实验室进行方法验证参考法规介绍

（2）食品微生物方法验证经验分享

▲报名和听课地址：https://study.foodmate.net/zbk/detail?id=581&fuid=62

【免费公开课】实验室标准物质管理

▲时间：2021 年 8 月 18 日 14:30-15:00

▲报名和听课地址：http://study.foodmate.net/web/zbk/detail?id=553&fuid=62

▲联系人：杨老师 18006456954（微信同号）

食品中兽药残留检测方法验证和检测过程中的质量控制线上直播课

▲时间：2021 年 8 月 18 日 15:00-16:00

▲报名和听课地址：http://study.foodmate.net/web/zbk/detail?id=587&fuid=62

▲培训内容：

本次讲座结合最新的 GB 标准要求，同时参照欧盟法规 2002/657/EC 的相关技术要求，通过对“食品中兽药残留检

测方法验证和检测过程中的质量控制”的探讨，进一步介绍沃特世新技术/解决方案在兽药残留分析的热点应用分

享、行业趋势剖析以及难点问题解析等方面的应用，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实验室技术人员。

【我们·食品】食品法规人 自我提升！(免费)

【食品法规人·自我提升】由食品伙伴网食品安全合规事业部推出，在“食品标法圈”频道免费直播，旨在搭建一

个互相交流的专业技术平台，与食品企业同行一起深入交流标准法规修订进展，及法规体系更新要点和应对方案，

分享多年食品标法研究经验，共学习，同发展。

8月 19 日 （周四）19:00-19:45 新安全生产法解读及食品企业的应对

报名和听课链接：http://study.foodmate.net/zbk/detail?id=448&fuid=62

主讲：食品安全合规事业部团队

致力于我国及世界主流国家家食品行业的政策法规研究，包括政策法规动态监控，食品安全舆情监控，法规研究和

解读以及数据管理等。

【线上培训】供应商二方审核管理线上培训

▲时间：2021 年 8 月 26 日

▲报名及听课地址 https://study.foodmate.net/web/zbk/detail?id=580&fuid=62

▲主要内容：

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的定义

供应链审核的目的和流程

迎接审核前要确认的问题点

https://study.foodmate.net/zbk/detail?id=581&fuid=62
http://study.foodmate.net/web/zbk/detail?id=553&fuid=62
http://study.foodmate.net/web/zbk/detail?id=587&fuid=62
http://study.foodmate.net/zbk/detail?id=448&fuid=62
https://study.foodmate.net/web/zbk/detail?id=580&fuid=62


47

接受审核时注意事项

供应商管理的现状

供应商管理存在的问题和策略

【培训班】实验室认可/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内审员培训

▲时间：2021 年 9 月 6 日—7日

▲培训内容：

（一）内部审核的基本概念

（二）内部审核的要求

（三）内部审核的程序

（四）内审员的要求

（五）内部审核的方法与技巧

（六）内部审核常见的错误问题

▲报名和听课地址：https://study.foodmate.net/zbk/detail?id=578&fuid=62

【培训】色谱分析检测技术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

▲时间：2021 年 09 月 28 日-29 日 线上直播

▲报名和听课地址：

专题一：仪器理论原理讲解专题

http://study.foodmate.net/web/zbk/detail?id=529&fuid=62

专题二：仪器操作和谱图分析专题

http://study.foodmate.net/web/zbk/detail?id=530&fuid=62

专题三：检定计量和期间核查专题

http://study.foodmate.net/web/zbk/detail?id=531&fuid=62

专题四：维护保养和故障排查专题

http://study.foodmate.net/web/zbk/detail?id=532&fuid=62

▲会议内容：

专题一：仪器理论原理讲解

1.气相色谱和液相色谱的分离理论和异同点讲解

2.气相色谱和液相色谱仪组成各部分原理

[气路系统、进样系统、分离系统、检测系统]气相

[输液系统、泵系统、脱气系统、进样系统、分离系统、检测系统]液相

3.检测器种类、原理和适用范围

4.色谱柱种类、原理以及使用注意事项

5.液相柱后衍生装置在氨基甲酸酯类残留的应用

专题二：仪器操作和谱图分析

1.气相色谱载气的种类、选择、使用和转换

2.液相色谱流动相的溶剂选择、配制使用注意问题

3.仪器各系统的具体操作样品上机和谱图分析

4.气相和液相基线漂移和噪声大原因分析和解决方法

5.仪器出峰异常的原因和解决方式（前沿峰、鬼峰等）

专题三、检定计量和期间核查

1.JJG 705-2014 液相色谱仪；JJG700-2016 气相色谱仪仪器检定标准讲解

2.仪器期间核查的原则和内容

3.气相和液相色谱目标物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

4.仪器检出限、基线噪声和基线漂移的测定方法

专题四：维护保养和故障排查

https://study.foodmate.net/zbk/detail?id=578&fuid=62
http://study.foodmate.net/web/zbk/detail?id=529&fuid=62
http://study.foodmate.net/web/zbk/detail?id=530&fuid=62
http://study.foodmate.net/web/zbk/detail?id=531&fuid=62
http://study.foodmate.net/web/zbk/detail?id=532&fuid=62


48

1.气相和液相各部分维护保养的内容

2.仪器常见故障的排查和维修

3.液相色谱柱维护保养和冲洗方法

4.气相色谱柱维护保养和老化方法

备注：具体议题以最终版日程为准。

BRCGS 食品安全标准（第八版）内审员培训

▲时间：2021 年 11 月 1-2 日

▲报名及听课地址：https://study.foodmate.net/web/zbk/detail?id=584&fuid=62

▲培训内容：

BRGSC 标准背景介绍

BRCGS 第八版和第七版的变化

BRCGS-FOOD 第八版内容：

最高管理者承诺，食品安全计划——HACCP，食品安全和质量管理体系，工厂环境标准，产品控制，过程控制，人

员管理，贸易产品要求

BRCGS 认证流程

考试

【线上培训】FSSC22000 V5.1 线上培训

▲时间：2021 年 11 月 8 日-9 日

报名及听课链接：http://study.foodmate.net/web/zbk/detail?id=573&fuid=62

▲主要内容：

食品安全概述

良好操作规范及其 ISO22002 前提方案

制定食品安全计划的预备步骤和流程

可追溯性系统

应急准备和响应

前提方案和危害计划有关的验证

食品安全和危害分析体系的验证

食品安全体系认证 FSSC22000 V5，核心标准理解

▲讲师介绍：

任伟

资深审核专家；

BRC 审核员、FSSC220000 审核员；

10 年以上外资高级审核管理背景；

10 年以上的外资生产及零售终端等供应商审核和项目管理经验；

近百次国内大型食品生产企业 FSSC22000 培训经验。

活动类：

水中总磷、总氮的测定实验室间比对

▲时间：2021 年 8 月

▲内容：关键点讲解→实操练习→异常分析→疑问解答

▲环节：线上指导→分发样品→检测报数→数据分析→线上总结→通过发证

▲联系人：杨老师 18006456954（微信同号）

https://study.foodmate.net/web/zbk/detail?id=584&fuid=62
http://study.foodmate.net/web/zbk/detail?id=573&fuid=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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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制品中磺胺嘧啶、磺胺二甲嘧啶实验室间比对

▲时间：2021 年 9 月（持续进行中）

▲合作方：河北省奶业协会

▲内容：关键点讲解→实操练习→异常分析→疑问解答

▲环节：线上指导→分发样品→检测报数→数据分析→线上总结→通过发证

▲报名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UKZrlrTM8tUv4QKF2hWmAA

▲联系人：杨老师 18006456954（微信同号）

【检测活动】肉制品及相关产品瘦肉精检测活动

▲详情介绍：食品伙伴网为切实降低广大客户的检测成本，满足客户的检测需求，为食用肉制品安全保驾护航，特

推出肉制品及相关产品瘦肉精检测活动。

▲详情连接：https://mp.weixin.qq.com/s/1vNGUaRyw8fyiradWnEVTw

▲报名咨询：食品检测业务顾问 15688562601（微信同号）

【检测活动】2021 水质检测套餐优惠活动

▲详情介绍：https://mp.weixin.qq.com/s/4Pz-msbI4frAxj3iqkxhKA

食品伙伴网推出 2021 水质检测套餐优惠活动，活动涵盖 10 个水质检测套餐，全面满足广大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报名咨询：食品检测业务顾问 15688562601（微信同号）

【检测活动】茶叶农残检测套餐服务

▲详情介绍：https://mp.weixin.qq.com/s/Eqa9HjO2yeVCw0bWddbRUA

食品伙伴网助力食品企业降低茶叶及相关产品安全隐患，确保产品符合国家标准，特推出“GB 2763-2019 茶叶农

残检测套餐”服务。

▲报名咨询：食品检测业务顾问 15688562601（微信同号）

【检测活动】食品保质期测评服务

▲详情介绍：https://mp.weixin.qq.com/s/0j_2iu04VLKqKBchsUw6Tw

食品伙伴网助力食品企业提升食品安全和供应链风险管理，协助企业有效评估产品的保质期。

▲报名咨询：食品检测业务顾问 15688562601（微信同号）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wNjE3NzQwNA==&mid=2247484865&idx=3&sn=dc4513676e9630000e21e00d36018550&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NzM4Njk5OA==&mid=2247512499&idx=1&sn=8d4e61424b8f96972e86ae03f3a2cd9f&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NzM4Njk5OA==&mid=2247512125&idx=6&sn=cd27e6e3992676110f94f2b230f2d677&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NzM4Njk5OA==&mid=2247512452&idx=2&sn=d8e0c475d71a42bda0c47b9c991f2c6a&scene=21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NzM4Njk5OA==&mid=2247512388&idx=2&sn=f35b8ff66a99ec0c42d59f49dfd98166&scen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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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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用户享受的服务：

★ 免费入驻（注册时请提交加盖公章的新版营业执照）

★ 发布全国招聘信息

★ 多渠道宣传：微信公众平台招聘汇总推广 1 次 网刊推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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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P 企业招聘：重庆恒都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恒都食品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隶属于重庆恒都农业集团，生产设备均来自美国、德国、荷兰等

国际知名企业。为确保向广大消费者提供健康、安全、高品质的牛肉，公司建立起从牧场到餐桌全程可追溯的质量

管理体系，目前已通过 ISO-9001、ISO-22000、HACCP、QS、清真食品、绿色食品、有机产品等七大认证，并成功获

得出口备案证明。

在加工环节，实施宰前检疫、安乐屠宰、宰后检验、精准分割，并采用国内领先的排酸、冷冻工艺，遵循 HACCP

质量关键点控制技术，设立了 21 个控制点，严格保证食品生产安全。在营销环节，主要通过发展直营店、自建销

售终端、商超对接等方式进行销售。

目前，公司已在全国开设直营店 1200 个，自建销售终端 1 万个，与大型商超实现无缝对接，成功进入麦德龙、

家乐福、沃尔玛等 12 家国际大型超市，并与顶新集团、肯德基、雨润食品等大型餐饮连锁企业深度合作。

招聘页面：http://www.foodmate.cn/com-1075879/

动物营养部经理

岗位职责：

1、具有肉牛配方制作能力；

2、能对牧场进行专业培训；

食品伙伴网食品人才中心

http://www.foodmate.cn/
http://www.foodmate.cn/member/grade.php
http://www.foodmate.cn/com-1075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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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到各牛场进行现场服务与支持；

4、能对饲料原料检测和性价比评估，制定具有成本优势的配方组合；

5、有与采购部、牧场、饲料厂家建立良好的沟通协作关系。

任职要求：

1、专业理论扎实、厚重；

2、能吃苦耐劳；

3、工作积极主动；

4、有思路，有想法，能做研发，能做服务、善于协同工作。

5、能常驻重庆丰都、适应经常出差。

研发经理

岗位职责：

1、根据客户需求研发和改进现有产品；

2、产品 SOP、成本、配方的撰写。

任职要求：

1、大专及以上学历，食品、应用化学等相关专业优先考虑；

2、三年以上肉制品研发工作经验，

3、有在大型肉制品公司工作经验；

4、有较好工艺设计和工艺实施的能力；

5、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与分析能力，有一定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力，试验设计能力；

6、有团队精神，较强的责任心和事业心，善于沟通，能吃苦耐劳。

生产助理

岗位职责：

1、根据生产计划，组织车间进行生产，跟踪生产进度并负责相关信息的反馈与处理；

2、维持正常生产秩序，对原材料、包装材料和其他材料的控制管理；

3、进行生产过程中质量和成本的控制，完成各项生产指标；

4、负责生产作业管理、卫生、安全及秩序的维护；

5、总结生产情况，起到和其他部门的桥梁作用。

任职要求：

1、大专及以上学历

2、熟悉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安全标准和生产流程的管理；

3、具有肉制品加工厂生产主管或厂长 3 年以上管理经验；

4、具有较强的成本意识和质量意识；

5、有良好的沟通表达、交流能力和敬业精神、团队合作精神，责任感强。

研发员

岗位职责：

1、负责牛肉制品的研发工作，类别含速冻、休闲、酱卤、发酵、菜肴等前期有成熟的产品技术带入。

2、负责牛副产品的开发，牛屠宰后各部位的利用。

3、负责牛油的精炼、重庆火锅底料、小包装调味酱、调味油的生产和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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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要求：

1、大专及以上学历

2、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与分析能力，有一定解决问题能力，创新能力，试验设计能力；

3、有团队精神，较强的责任心和事业心，能吃苦耐劳。

公司福利：年终奖金 休假制度 综合补贴 包吃住 法定节假日

地址：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新区(食品工业园区)

最新招聘信息推荐

上海三辉麦风食品有限公司

江阴市琥珀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米立方食品有限公司

舟山馋文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民强（昆山）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根莱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联食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真牛馆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康普斯食品配料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栋香精香料有限公司

广东四季优美实业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535-6730782 邮箱：job1@foodmate.net 客服 QQ： 3146711400

http://www.foodmate.cn/com-1437413/
http://www.foodmate.cn/com-1486528/
http://www.foodmate.cn/com-1486531/
http://www.foodmate.cn/com-1464789/
http://www.foodmate.cn/com-1486208/
http://www.foodmate.cn/com-1429296/
http://www.foodmate.cn/com-1464624/
http://www.foodmate.cn/com-1486517/
http://www.foodmate.cn/com-1105951/
http://www.foodmate.cn/com-721211/
http://www.foodmate.cn/com-1486487/
mailto:job1@foodmate.net
http://wpa.qq.com/msgrd?v=1%26uin=3146711400%26site=qq%26menu=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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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商城（mall.foodmate.net）是食品伙伴网旗下的食品行业在线采购平台，自 2014 年运营以来，服务了众

多的食品工厂及相关单位。目前食品商城在食品微生物检验仪器耗材、大型理化检测仪器、食品快速检测等领域有

优质的解决方案和供应渠道。

1.食品微生物检测：灭菌器、均质器、培养箱、菌落计数器、3M 测试片、培养基、质控菌株等 GB4789 系列仪

器耗材解决方案。

2.理化检测仪器：气质联用、液质联用、高效液相色谱（HLPC）、气相色谱（GS）、原子吸收光谱仪、全自动

凯氏定氮仪、紫外可见光度计、水分测定仪等食品检测行业常用高级和基础仪器。

3.食品标准品：食品成分分析、农兽药残留、重金属、食品添加剂等食品检测相关标准品。

4.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产品：胶体金检测卡、酶联免疫试剂盒、测试片、快速检测仪等等。

联系电话：0535-2129198

联系人：陈经理 13365458616（微信同号）

15966526855（微信同号）

邮箱：mall@foodmate.net

QQ：859605577

2132344775

食品伙伴网食品商城

http://mall.foodmat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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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Foodmate(www.foodmate.com)是食品伙伴网旗下的专业英文版食品门户网站，是专门为全球的食品相

关企业、机构团体等提供各种食品信息动态和服务的电子商务平台，精心打造了专业的全球食品新闻资讯，食品行

业标准法规，食品安全和行业翻译等栏目，信息及时、全面、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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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标准法规。

目前，Global FoodMate 是免费注册和免费建立企业商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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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求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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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食

品翻译等栏目，以信息及时、全面、精准著称，每天有数万人浏览各个版块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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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展示 产品展示 在线询价 查看采购

客户介绍 广告展示 食品安全 行业翻译

食品资讯 展会动态 诸多功能 等您体验

食品伙伴网国际站： http://www.foodmate.com

业务 QQ：781685533

Email ：mailto:news@foodmate.com

mailto:global@foodmate.com

联系电话：0535-2154193

食品伙伴网国际站 Global FoodMate

http://www.foodmate.com
http://www.foodmate.com
mailto:news@foodmate.com
mailto:global@foodma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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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公告帖：

【食品论坛·大讲堂】水产制品加工技术概述

【11-12 月】ISO9001、ISO22000、HACCP 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

报名通道已正式开启！2021 第三届乳及乳制品检测与控制技术交流会

【2021 宠物论坛第二轮通知】会议详细日程新鲜出炉，参会酒店确定！

热门分享：

方便与休闲食品生产技术

高等学校轻工专业试用教材酿造酒工艺学

食品添加剂使用不当会违法，你真的会用吗？

无磷保水剂与磷酸盐的区别是什么？

卫生检查表

《SSM 与 SSM 方案的文件编写》《饮料 HACCP 计划》《卫生标准操作程序（SSOP）》等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讲)

转基因食品，如何识别？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事后备案的通告

关于体系内审流程及现场审核技巧的那些事

《食品安全常识集萃》

微生物实验室日常工作规范

热门讨论：

猪猪面馆 2021 年之 29：新来的大学生们！

固态复合调味剂

药食同源原料需要办理生产许可证

认监委关于发布新版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 认证实施规则》的公告

食品生产投料记录问题

配料中没有糖，产品名称可以叫零卡糖吗？

如何判断标签上强调说明

通版包装，净含量可以勾选吗

生产许可证的问题

分装地理标志茶叶，能用 GB/T 14456.3 标准吗？标签直接写绿茶？

配料表冰淇淋都没见到，能否叫冰淇淋

原辅料仓库和包材仓库

关于出厂检验报告中生产数量这一栏内容是必须要有得吗？

聊聊体系那些事

麦芽糊精里面含有糖成分吗，还是麦芽糊精本来就是带糖的

请教大神辣酱灭菌时一个细节问题！

小麦粉和淀粉属于农产品么？

果汁饮料必须要加水吗？

关于 2760 征求意见稿，“脱氢乙酸及其钠盐”在烘焙类产品确认识不能使用了么？

食品论坛热帖荟萃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232793-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233876-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233807-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232316-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4023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836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736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427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891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776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448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4018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313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875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670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397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647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4052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999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948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848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765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694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692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676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656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644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620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599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587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096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775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978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919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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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添加标签问题请教

软糖品名规范

动物胴体清洗预冷水

器具表面微生物：菌落总数大肠菌群

人员手样测大肠菌群

乳饮料为什么要使用锡纸封口？

口腔清洁护理液

新规下，标签文字字体、字符大小等 内容指导

食品大专学历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626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557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878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716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331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969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687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602
http://bbs.foodmate.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3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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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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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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经发布了七百多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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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oodmate.net) 创建于 2001 年。网站的建设宗旨是“关注食品安全，探讨食品技术，

汇聚行业英才，推动行业发展”。十余年来，在这个宗旨的指引下，网站服务于食品技术人员，服务于食品行业，得

到了业界人士的关注和支持，目前食品伙伴网已成为国内食品行业的领航网站。

根据食品行业人员的需求，食品伙伴网开设了包括食品资讯、食品生产与研发、检测技术、质量管理、标准法规

等众多专业频道。网站有着极高的认可度和访问热度，其中注册会员超过 140 万人，日访问人数在 50 万人以上，日

浏览量在 100 万次以上，属于食品行业网站的佼佼者。

从 2003 年开始，食品伙伴网将网络社区作为发展的重点，创建了国内知名的食品交流社区——食品论坛

（http://bbs.foodmate.net）。论坛拥有技术研发、质量管理、检测技术、企业管理、供求营销、职场交流、食品

院系学习与交流等版区和版块，线上线下交流活跃。目前食品论坛拥有会员超过 110 万，日均发帖 5000 左右，日访

问量 30 万次。

依托于自身的技术优势及合作伙伴的支持，食品伙伴网为食品相关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包括：研发科技服务、

安全合规服务、质量管理服务、实验室及检测服务、培训学习服务、专业翻译服务、科普动漫服务等。

食品伙伴网，网聚食品人。坚守“责任、务实、共赢”的经营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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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为政府机构、食品企业、个人用户提供更加全面化、多元化、定制化的服务。愿我们携

手并肩，共同助推食品行业健康发展。

北京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160 号玲珑天地 A 座 9 层

邮编：100036

电话：010-68869850

邮箱：beijing@foodmate.net

上海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凯旋南路 923 号 2 楼悦办公

电话（Tel）：021-64459516

邮箱（Mail）： fly@foodmate.net

烟台公司：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通世南路 229 号东和科技园西区

邮编：264000

电话：0535-6730582

邮箱：foodmate@foodmate.net

食品伙伴网 网聚食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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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伙伴网公众号矩阵

扫一扫识别二维码

食品伙伴网 食品论坛 食品质量管理 食品标法圈 食品安全风向标

食品伙伴网订阅号 食品实验室服务 国际食品 食学宝

（食品微课）

食品晚九点

食品研发与生产 肉制品联盟 感官科学与评定 食品饮料创新研究 GlobalFoodmate

食品邦 食品有意思 传实翻译 食品会议培训中心 宠物食品联盟

会展食讯 食品伙伴网商务中

心

食品人才中心 食品学生汇 食品理化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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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副产物联盟 特殊食品与添加剂 食品原料供需服务 食品微生物检测 食品实验室管理

食品仪器分析 FoodMate Global 食品饮料产业研究 水产加工技术联盟 饲料研发技术汇

工业化餐饮联盟 食农认证联盟 食育网 营养与功能性食品 北京食品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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