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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手含瘦肉精 网红店判赔十倍 

野生水产一定比养殖的好，谁说的？ 

低盐瓜子不低盐 商家被判退一赔三 

餐馆使用标签不合法食品添加剂应如何处理？ 

浓香菜籽油团体标准拟出台，“浓香”判定仍待研究 

12小时注水120斤 牛流泪下跪"求饶" 老板笑称“不痛苦” 

商务部：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关于杠岗香外卖食品问题，抽检结果已出，官方新通报来了 

精酿啤酒行业标准来了！我国首个工坊啤酒标准月底征求意见 

上海静安区市场监管局已对盒马鲜生“标签门”事件立案调查 

国内预警 

2018年 10 月未准入境的食品化妆品信息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八条禁令》

的通知 

关于《淀粉分类》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的通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 19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18 年第

42 号〕 

国际食品 

WHO：全球每年超 300 万人因饮酒死亡 

法媒：美国批准“试管肉”商业化 全球首次 

美国最新调查：44%的人觉得转基因食品不好不坏 

德国农业部：已向中国申请恢复进口德国禽肉类

加拿大一位父亲起诉麦当劳非法营销儿童快乐餐

新加坡 Spize 餐厅食物中毒事件升级 患者人数升至 81 人

国际预警 

加拿大召回含有未申报过敏原的方便面

韩国受李斯特菌污染的金针菇已销至多国

印度将不再允许食品制造商重复利用食用油

德国通报我国出口儿童餐盘不合格 已销至多国

美国豁免解淀粉芽孢杆菌 ENV503 菌株在食品中的残留限量 
2018年 11 月输日食品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情况（11月 22 日更新） 

食品科技 

研究：孕妇服用鱼油可降低早产风险

多喝水有益健康？英媒：过量饮水或致命

寒冷地区民众饮酒易过量 会增加肝硬化几率 

研究：宝宝 1 岁前多吃鸡蛋等易致敏食物降低过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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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猪手含瘦肉精 网红店判赔十倍 

一家网点遍布广州的餐饮网红店，此前被离职高管爆料用变质猪肉和发霉大米配餐，每天卖出快餐上万份，送餐

对象不仅有企业职工，还有学生和孤寡老人。经职能部门检查发现，该网红店在黄埔区经营点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被抽检的冷冻猪手粒中含有二代“瘦肉精”。 

  
  记者昨日从黄埔检察院获悉，涉案广州某某餐饮有限公司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被黄埔区法院

一审判处罚金 2 万元，该公司两名企业负责人一审分别被判处 7 个月和 6 个月的有期徒刑，宣告缓刑。 

  
  同时，该餐饮公司还被判处支付销售价款 10 倍的赔偿金，共 15872 元，并在全国发行的报纸上登报向消费者

赔礼道歉。 

  
  此外，食药监部门对该餐饮公司罚款人民币 74.8 万多元。 

  
  用变质肉与霉大米配餐 

  
  2018 年年初，一位自称是广州某餐饮管理公司的前高层人员说自己所在的餐饮公司问题多多，经常用变质猪肉

配餐。 

  
  这是一家网点遍布广州的网红店，近的有万孚工业园、广州科学城、老干所、京信公司，远的有天河棠德南小学、

新塘的老人餐厅等等。他们探索的“团餐配送”模式，避开 CBD，锁定工业园、创业园等近郊地区，长期供餐，锁定近

郊人流集中区，每日配餐上万份。 

  
  2018 年 3 月 23 日，相关职能部门对该家企业位于黄埔的经营点进行了检查，并在检查过程中发现该公司在黄

埔区经营点无食品经营许可证，在对肉品的抽检中，发现冷冻猪手粒被检测出含有莱克多巴胺，也就是俗称的二代“瘦
肉精”。 

  
  随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移送检方审查起诉。法院查明事实后，作出判决，该公司被一审判处罚金 2 万元，公

司两名企业负责人一审分别被判处 7 个月和 6 个月的有期徒刑，宣告缓刑。 

 
  提公益诉讼加强震慑力 

  
  黄埔检察院指出，该餐饮公司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但其生产、销售不合格的食品销售额有

证据证明的仅有 1587.2 元。这本是一宗普通的刑事案件，但如果仅以刑事诉讼了事，最多被处以几万元罚金。此外，

该案虽然销售额不高，但却危害着不特定消费者的人身安全，而消费者又很难提出集体诉讼。如果不严厉打击这种行

为，只会有更多的不良企业抱着侥幸心理，生产劣质食品谋取暴利。 

  
  根据法律赋予的公益诉讼职能，黄埔检察院决定从刑事、民事和行政多角度多管齐下，对本案提起公益诉讼。即

在刑事上，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对该企业和相关负责人提起公诉。在提起公诉的同时，提起附带民

事诉讼，要求涉案餐饮公司支付法律规定的最高 10 倍的惩罚性赔偿，并公开向消费者赔礼道歉。这也是广州食品安

全领域内首宗公益诉讼。此外，在行政上，依法督促黄埔区食药监局对区内从事集体用餐配送等安全风险较高的食品

经营单位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力度，及时对涉案餐饮公司无证经营行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文章来源：广州日报 

2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2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7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2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56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56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04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5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04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712.html


中国食品 
野生水产一定比养殖的好，谁说的？ 

辟谣 

  
  现在淡水蟹已经完全成熟，正是人们吃蟹的大好时机。一些商家会卖打着“野生”标签的螃蟹，虽然这样的螃蟹价

格比普通螃蟹贵很多，但很多人仍然趋之若鹜。其实，不只是螃蟹，生活中人们对野生的东西往往青睐有加，并且一

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野生的更加绿色、安全，养殖的无论口感还是营养都比不上野生的。但事实上野生的真的就那

么好吗？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单纯相较野生和养殖没有意义 

  
  “单纯比较野生和养殖的蟹哪个比较安全、绿色，这没有意义。”11 月 17 日，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教授

成永旭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成永旭表示，要谈论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野生的含义。野生通常指在野外自然环境中生存，非经人类驯养和

培植的动植物。对于动物来讲，野生的含义还可以衍生为人工放流到自然环境和逃逸到自然环境生长的动物。 

  
  目前，野生蟹可能主要是养殖中逃逸到江河湖泊（或放流到江河湖泊）自然生长的蟹类。通常意义上，这样的野

生蟹比养殖蟹（比如用同样江河湖泊和同样水源池塘养殖的蟹）要绿色安全，味道好吃。然而，如果野生的环境受到

污染，比如存在重金属、二噁英等，就可能通过食物链等途径影响野生蟹的安全。反过来，如果养殖的环境管理得非

常好，没有污染，而且投喂饲料也安全健康，这样养殖的蟹也是安全绿色的。 

  
  以场地循环水养殖为例，这也可以说是最现代化的养殖，由于水体环境全程控制现代化，有配套的处理效率极高

的生化滤池，以及直接使用纯氧自动增氧，同时饲料严格管控，所以这一类产品的安全性反而更高。 

  
  但是如果采用鱼塘高密度养殖。由于产品品种的差异、地域的差异、使用水源的差异、养殖户观念的差异，其产

品的安全性就会良莠不齐。 

  
  因此，成永旭认为，并不能简单地以野生还是养殖来判断螃蟹是否绿色、安全。说野生，要了解到其苗种来源、

环境的污染程度；谈养殖，要了解到底是何种养殖方式、饲养环境和饲料的管控如何，这样才有比较性可言。 

  
  存在安全隐患 野生水产寄生虫风险高于养殖 

  
  “必须提醒消费者，食用野生水产应该说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成永旭说。由于野生环境的污染存在时序、空间

等不确定性，所以在欧洲，通常人们更喜欢吃养殖的水产品，比如三文鱼，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养殖的三文鱼，环境、

饲料可控、可追溯，安全性有保障。 

  
  再就是寄生虫，研究发现，肺吸虫确实可以寄生在淡水的虾蟹类身上，但淡水虾蟹只是肺吸虫的第二中间寄主，

人们如果生食这些受感染的淡水虾蟹，肺吸虫幼虫有机会侵犯人的胃肠道，循腹腔穿过横膈并发育成成虫，损害肺部、

腹腔器官。 

  
  更多内容详见：野生水产一定比养殖的好，谁说的？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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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低盐瓜子不低盐 商家被判退一赔三 

  “卖瓜子卖瓜子，低盐的瓜子，营养健康又好吃。”然而，商家叫卖的这种瓜子果真是低盐的吗？如果不是，卖家

该承担怎样的责任？近日，在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宝山法院”）审结了一起案件，就对打着这种不

负责任的宣传口号的某商贸有限公司进行了法律的惩罚。 

  
  7 月 14 日，王某通过某网络商城选购瓜子，浏览到一家某商贸有限公司经营的某食品专营店销售的产品，产品

宣传页面内的一张宣传图片内容声称该南瓜子含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优质的蛋白质、钾等营养元素，并注明：“低
盐炒南瓜子陕西特产，白南瓜子熟独立小包装” “低盐” “高级休闲食品”等字样。王某第一次购买了 2 袋该品牌南瓜

子，吃完后觉得瓜子味道不错，故第二次又购买了 40 袋该品牌南瓜子，两次购物总共花费了 1,152 元。 

  
  但是王某越吃越怀疑，这瓜子可能非低盐食品。经查询《GB 28050-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

标签通则》附录 C 表后，王某得知：低盐声称要求为≤120 ㎎/100ｇ，而该产品营养成分表显示钠含量为 600 ㎎/
100ｇ，并且该产品营养成分表也未显示含有优质的蛋白质、钾等营养元素。故王某认为卖家属于欺诈。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王某将商家诉至上海宝山法院法院，请求判令卖家退还货款 1,152 元，并按购货价款三

倍赔偿。 

  
  被告商贸有限公司辩称：被告在商品页面使用了“低盐”及“高级休闲食品”字样，属于无意，并非故意夸大宣传，

仅仅是对相关规定缺乏了解及工作失误。虽存在一定的不适当宣传行为，但情节轻微，不存在恶意欺诈行为。且王某

是在对该情况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反复购买，属于知假买假，恶意追赔，并未受到欺诈。 

  
  上海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做出错

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依据法院审理查明，被告在其销售产品的网络平台上对商品作引人误

解的虚假宣传的事实成立，其行为已构成欺诈。原告王某要求被告退还货款并赔偿三倍货款依法有据，应予以支持。

且虽然原告先后两次购买了涉案瓜子，但据此认为原告未受欺诈，依据不足，原告的主张符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的规定，被告的抗辩无理，法院不予采信。 

  
  最终上海宝山法院判决被告商贸有限公司向原告王某返还货款 1,152 元，并支付赔偿金 3,456 元；原告王某向

被告商贸有限公司返还所购买的某品牌南瓜子 40 袋（外包装完好无损），如不能返还上述商品的，则按每袋瓜子原

价折抵被告商贸有限公司应返还给原告王某的货款。 

 
 
 
 
  
 
 
 
 
 
 
 
 

  文章来源：周到上海 

4 

http://news.foodmate.net/tag_60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21.html


中国食品 
餐馆使用标签不合法食品添加剂应如何

处理？ 
【案情】 

  
  近期，某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某餐馆检查时，发现厨房操作间内摆有一瓶已开封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复配着

色剂”，其外包装标签上无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该餐馆负责人不能提供采购此批食品添加剂的票据和记录，执法人员

依法当场扣押了该瓶“复配着色剂”，并进行立案查处。 

  
  【观点】 

  
  执法人员对此案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处罚观点。 

  
  第一种观点：按经营食品添加剂未履行查验义务处罚。 

  
  该餐馆采购并使用食品添加剂“复配着色剂”加工制作食品，属于经营食品添加剂的范畴，由于该食品添加剂的外

包装标签标识没有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不符合《食品安全法》有关食品添加剂标签、说明书的规定，违反了《食品安

全法》第六十条“食品添加剂经营者采购食品添加剂，应当依法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如实记录

食品添加剂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

容，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应当符合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符合《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

六条第一款第（三）项“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遵

守进货查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的情形，应当依据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种观点：按采购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处罚。 

  
  该餐馆采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复配着色剂”，其外包装标签没有标明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违反了《食品安全法》

第五十五条第一款“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制定并实施原料控制要求，不得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倡导

餐饮服务提供者公开加工过程，公示食品原料及其来源等信息”，符合《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

项“食品经营者采购或者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的情形，应当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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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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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种观点：按经营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食品添加剂处罚。 

  
  该餐馆采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复配着色剂”，其外包装标签上无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七

十条：“食品添加剂应当有标签、说明书和包装。标签、说明书应当载明本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六项、第

八项、第九项规定的事项，以及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用量、使用方法，并在标签上载明‘食品添加剂’字样。”以及

《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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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符合《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经营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

法》规定的食品添加剂”的情形，应当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处罚。 

  
  更多内容详见：餐馆使用标签不合法食品添加剂应如何处理？ 

         

  文章来源：中国医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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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浓香菜籽油团体标准拟出台， 

“浓香”判定仍待研究 
新京报记者今日获悉，《浓香菜籽油》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于 11 月 16 日公布，对浓香菜籽油定义、质量指标、

包装形式等进行了明确标注，同时在菜籽油国标基础上对浓香菜籽油酸价等标注进行了调整，其中为避免过度加工造

成油中苯并（α）芘含量超标，规定含量不超过 8.0μg/kg。不过，对于如何判定“浓香”，起草组表示相关研究还在

进行中。 

  
  团体标准定义“浓香菜籽油” 

  
  2018 年 6 月，武汉轻工大学、成都市新兴粮油有限公司、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提出定制《浓

香菜籽油》 团体标准的申请，油料油脂标准工作组随后启动了标准制定。此次《浓香菜籽油》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

在国标菜籽油（GB/T 1536-2004）基础上进行了升级。 

  
  根据团体标准，浓香菜籽油是以菜籽为原料制取得到的具有浓郁香味的成品菜籽油。对于生产企业和消费者关心

的“浓香”判定问题，起草组表示相关研究还在进行中，一般用 GC-MS 等仪器可将其中的挥发性物质鉴定出来，电

子鼻也可利用气体传感器阵列的响应图案来识别气味。 

  
  此外，团体标准对浓香菜籽油的个别指标也进行了调整。考虑到菜籽为季节性作物，收购时间一般为 5 月或 9 
月，工厂所用菜籽多为前一年收购，此时菜籽油酸价会随储存时间延长而上升，因此适当将酸价作出调整。为避免过

度加工造成油中苯并（α）芘含量超标，规定苯并（α）芘含量不超过 8.0μg/kg。为防止浓香菜籽油在运输和销售环

节掺入其他食用油及香精香料，团体标准提出“预包装的成品浓香菜籽油在零售终端不得脱离原包装散装销售”。 

  
  多批次菜籽油抽检不合格 

  
  据新京报记者不完全梳理，2018 年以来至少有 4 批次菜籽油抽检不合格。 

  
  1 月，陕西省食药监局通报 2 批次菜籽油苯并（α）芘超标，分别为平利县长安粮油工贸有限公司销售生产的 1
批次“女娲贡牌”菜籽油（5L /桶），平利县长安粮油工贸有限公司分装销售的“福硒源”牌菜籽油（5L /桶）。陕西省

食药监局解释称，苯并（α）芘具有致癌性，原料在晾晒、烘干、炒籽、收储、加工等各环节操作不当都有可能产生

苯并（α）芘。 

  
  4 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标称甘肃陇上农庄农业公司生产的菜籽油（2017/11/4），酸值超出国标 6.5
倍。标称安徽省旌德县辉煌粮油公司委托宣城市峰润油脂有限公司生产的菜籽油（2017/5/28），酸值超标 8.5 倍。 

  
  8 月，贵州省食药监局通报，标称铜仁武陵山粮油厂生产的菜籽油（2018/1/6）、遵义市遵厨香粮油有限公司

生产的遵厨香小榨菜籽油（2018/4/13）过氧化值超标。标称贵州星鼎农业生产的牂牁江纯菜籽油（2018/4/16 ）
酸值、过氧化值、苯并[a]芘均超标。 

  
  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解释，酸值主要反映食品中的油脂酸败程度。原料采购把关不严，油脂加工工艺不达标，产

品储藏条件不当，特别是环境温度较高时，易导致食品中油脂的氧化酸败。 

  
  11 月，青海省食药监局通报，标称互助县生伟特种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生产的浓香菜籽油（2018/11/7 ），特

丁基对苯二酚超标，可能与延长油脂的货架期有关。 

     
文章来源：新京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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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12 小时注水 120 斤 牛流泪下跪“求饶” 

老板笑称“不痛苦” 
以往荔枝新闻曾经报道过，在南京有一些宰牛作坊，采用给活牛注水的手法增加牛肉的重量。最近又有知情人向

我们提供线索，由于南京周边查得严，这些注水牛作坊转移到了临近南京的安徽全椒、来安两县，注水手法更加残忍，

注水牛肉主要销售地还是南京。记者对此事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跟踪调查。 

  
  10 月底的南京凌晨，因为冷空气的到来有些寒冷，但是南京润恒肉类冻品交易市场内的许对对牛羊肉批发部却

是热火朝天。凌晨三点多钟，一辆牌照为苏 A2W8T5 的货车将一整车的牛肉送到了许对对牛羊肉批发部，等待多时

的客户们开始按照自己的需求购买。 

 

  现场准备购买牛肉的商户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到许对对家来买牛肉，是因为便宜。这家的牛肉价格一斤在 28
到 30 元之间，要比其他家便宜 3 块钱左右，如果要得多，还能再便宜些。 

  
  不过，便宜的背后，却隐藏着残忍的黑幕。 

  
  黄牛的惨叫彻夜不停 

  
  在随后几天，记者对这辆牌照为苏 A2W8T5 的货车进行了跟踪拍摄，最终找到了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高桥

村的一处屠宰点。 

  
  11 月 1 日晚上 8 点左右，记者来到了这家屠宰点附近，黑漆漆的夜空中不时传来牛的惨叫声。 

  
附近村民告诉记者，这样的惨叫声每天都有。透过屠宰点的窗户，记者看到四头待宰的黄牛被拴在一个围栏上，

而在这几头牛的鼻孔上，都插着一个塑料水管。几头牛不停地通过这个管子对外喷水，其中一头牛鼻孔上的管子连接

在水管上。 

 
更多内容详见：12 小时注水 120 斤 牛流泪下跪“求饶” 老板笑称“不痛苦” 

  

 

 
 文章来源：荔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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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商务部：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 

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于 10 月 9 日收到中国国际商会（以下称“申请人”）代表国内大麦产

业正式提交的反倾销调查申请，申请人请求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进行反倾销调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倾销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商务部决定自 2018 年 11 月 19 日起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进行反倾销立案调

查。 

  
  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介绍，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和商务部的初步审查，申请人大麦的产量在 2014 年、201
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均占同期中国同类产品总产量的主要部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

和第十三条有关国内产业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的规定。 

  
  商务部强调，申请书主张，原产于澳大利亚的大麦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向中国出口销售，存在较大幅度的倾销。

申请书同时主张，申请调查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数量大幅增长，价格大幅下降，国内产业遭受了损害，且申请调查产品

的倾销与国内产业损害存在因果关系。经审查，商务部认为申请书中包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规定的反倾销调查立案所要求的内容及有关证据。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商务部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本次调查确定的倾销调查期为

2017 年 10 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产业损害调查期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商务部可以采用问卷、抽样、听证会、现场核查等方式向

有关利害关系方了解情况，进行调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商务部进行调查时，利害关系方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

供有关资料。利害关系方不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的，或者没有在合理时间内提供必要信息的，或者以其他方

式严重妨碍调查的，商务部可以根据已经获得的事实和可获得的最佳信息作出裁定。 

  
  对此，商务部指出，本次调查自 11 月 19 日起开始，通常应在 2019 年 11 月 19 日前结束调查，特殊情况下可

延长至 2020 年 5 月 19 日。 

 
 
 
 
 
 
 
 
 
 
 
 
 
 
 
  

 文章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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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关于杠岗香外卖食品问题， 

抽检结果已出，官方新通报来了 
针对 11 月 16 日上午网络视频反映的合肥杠岗香食品有限公司食品有关问题，合肥市食药监部门采取查封在库

食品原料和成品、现场检查、抽样送检等措施，对涉事企业进行了立案调查。刚刚，合肥市食药监局公布调查处理结

果。 

  
  1.该企业依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等相关资质。所生产的料理包为速冻调制食品（执行标准 S
B/T 10379-2012），产品经配料、熟制、包装、巴氏杀菌、速冻而成，加热后即可作为菜肴食用。 

  
  2.该企业库存的排骨、牛肉、大豆分离蛋白等食品原料进货验证资料齐全，未发现过期食品原料和成品。查阅一

年来的冷库温度监测记录未发现异常。2018 年该企业采购使用过的排骨粒生产日期介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至 20
18 年 5 月 30 日之间，均在保质期内（保质期 12 个月），购进单价 20.5 元至 22 元/公斤。剩余库存的排骨粒生产

日期为 2018 年 4 月 24 日。 

  
  大豆分离蛋白属于普通食品原料，可用于料理包生产。该企业将其用于牛肉类料理包制作，与调味料一起采取注

射滚揉或直接滚揉工艺加入，起到改善口感、调味等作用。 

  
  3.抽检结果：对该企业在库的食品原料和成品进行全面抽样送检（共计 12 批次），检验结果均为合格。 

  
  4.该企业生产过程控制存在下列问题： 

  
  （1）生产车间地面破损不平整，有积水。 

  
  （2）生产环节操作存在不规范：部分待解冻物料直接接触地面；拌揉腌制中存在半成品落地，捡起后直接使用；

徒手转运腌制物料及料液，转运工具直接放置地面；接触过地面的托盘叠放于半成品上。 

  
  （3）人员卫生管理不规范：部分操作工工作服不整洁，包装工口罩佩戴不规范，包装操作时使用手机。 

  
  5.行政处罚情况。该企业未按规定实施生产过程控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第四

十六条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给予责令停产停业的行政处罚。 

  
  目前，合肥市食药监部门已启动全市肉制品生产企业专项检查工作，进一步排查食品安全隐患。 

 
      相关报道： 安徽杠岗香食品被曝生产“劣质料包”：食药监介入调查 涉事外卖商家全部下线 

 
      网曝合肥一公司生产外卖速食包不规范 涉事公司称视频系剪辑拼凑、后期配音合成 

 
      合肥食药监部门通报杠岗香食品有关问题：原料运输过程防护不严格，公司停产自查 

 
  
 
 
 
 

文章来源：安徽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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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精酿啤酒行业标准来了！ 

我国首个工坊啤酒标准月底征求意见 
作为舶来品的精酿啤酒，在国内即将迎来第一个行业标准性文件。 

  
  上海酒业博览会期间，第一财经记者获悉，起草后内部讨论一年多的《工坊啤酒及生产规范》，即将公开征求意

见，而团体标准的制订，也是推动工坊啤酒规范发展的第一步。 

  
  中国酒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兼啤酒分会秘书长何勇向第一财经记者证实，作为工坊啤酒行业的第一个标准性文

件，制订过程经历了多次讨论和内部征求意见，预计将在 11 月底到 12 月初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工坊啤酒的英文名称是“Craft beer”，在国内更被熟知的是精酿啤酒的称谓，由于考虑到产品名称是对行业的定

性，因此规范命名时最后用工坊啤酒来代替精酿啤酒这一说法。 

  
  起源于美国的工坊啤酒，在美国本土必须满足产量、辅料工艺和股权独立性上的要求，类似啤酒中的独立厂牌。

但在中国普遍的看法认为，对比工厂啤酒，“精酿”主要体现在原料和工艺上。此外，工坊啤酒通常原料更优质，麦芽

和啤酒花的高含量，使得所酿造出来的麦芽汁浓度和酒精度数也更高；同时大多采用艾尔（Ale）工艺进行酿造，区

别于传统工厂啤酒的拉格工艺。 

  
  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啤酒市场，除了啤酒巨头百威英博，国内大型啤酒企业早也对精酿跑马圈地。青岛啤酒、

燕京啤酒、华润啤酒、珠江啤酒等均在精酿中“卡位”。相比较一般工业啤酒，精酿啤酒有着较高的利润空间。国内的

精酿啤酒毛利率和净利率分别能达到 50%和 30%，大幅超过成熟工业啤酒市场的水平。 

  
  目前起草委员会还没有对外公布《工坊啤酒及其生产规范》的具体内容，但据参与标准制定的企业透露，团体标

准的内容框架覆盖面较广。标准从人、机、料、法、环、测等方面，提出了对从事工坊啤酒业生产和经营的基础设施、

场所、从业人员、工艺技术、生产操作、食品安全质量管理等方面的要求。 

  
  上海一位资深精酿啤酒师认为，这一标准覆盖面广，在很多细节方面在行业内还是有争议的，里面囊括的人、机、

料、法、环、测等等这些，比如现在一些酒吧和自酿啤酒生产企业，是采用“前店后厂”的模式自己酿造的，没有规范

化的生产流程，那在工艺把控、菌群控制上发挥的空间就会比较大，但是规范下来后，都统一了标准，这些个性化的

部分就会少了。 

  
  更多内容详见：精酿啤酒行业标准来了！我国首个工坊啤酒标准月底征求意见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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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上海静安区市场监管局已对盒马鲜生 

“标签门”事件立案调查 
盒马鲜生“标签门”一事有了最新进展。上海静安区市场监管局今天表示，已对该事件立案调查，并对盒马所有产

品的标签情况进行检查，进一步规范其经营行为，同时举一反三，加强对各超市卖场的监管，确保食品安全。 

  
  在接到市民在 12331 和 12315 两个平台的举报后，执法人员当日即赶到盒马鲜生大宁店进行现场检查，门店

负责人承认，店员违规操作，对“崇明胡萝卜”产品进行了标签更换。 

  
  据查，涉事的胡萝卜产品进货日期为 11 月 9 日、11 月 10 日、11 月 11 日三批共计 180 盒，截至 11 月 14
日，累计销售 107 盒，库存剩余 73 盒。执法人员当即要求当事人对门店所有自制标签的涉事产品进行了下架封存，

现场对涉事商品及封存情况进行取证。 

 
      相关报道：上海一盒马鲜生被举报 撕下 6 天前标签换贴当日的 

 
      盒马“标签门”同批胡萝卜下架，管理团队担责取消对员工处罚 

 
      被曝撕换标签卖旧食品 盒马回应：暴露管理漏洞，管理团队承担责任 

 
 
 
 
 
 
 
 
 
 
 
 
 
 
 
 
 
 
 
 
 
 
 
 

 

 

 

文章来源：文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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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2018年10月未准入境的食品化妆品信息 

2018 年 10 月，全国海关在入境货物到达口岸接受监管环节，检出安全项目不合格并未准入境的食品 61 批、

化妆品 3 批。未准入境的食品来自 14 个国家或地区，涉及 11 类产品，主要是糕点饼干类、粮谷及制品类和饮料类，

主要项目是标签不合格、营养素超标和证书不合格。未准入境的化妆品来自 2 个国家或地区，均分别为化妆品原料和

发用化妆品检出标签不合格和禁限用物质。对以上未准入境的食品化妆品均已在口岸退运或销毁。 

  
  附件 1：   2018 年 10 月未准入境的食品信息 pdf 
  
  附件 2：   2018 年 10 月未准入境的化妆品信息 pdf 
 

 
 
 
 
 
 
 
 
 
 
 
 
 
 
 
 
 
 
 
 
 
 
 
 

 
 
 
 
 
 
 
 
 

文章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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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非洲猪瘟疫情防控

八条禁令》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畜牧兽医（农业、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局： 

  
  8 月份以来，我国部分省份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各地畜牧兽医部门全力做好防控工作，强化关键措施落实，已发

生的疫情均得到有效处置。但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也存在个别畜牧兽医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职甚至严重失职、渎职的现

象，造成疫情处置不及时、跨区域传播等严重后果，我部已对有关案例进行了通报。为进一步严明纪律，切实做好非

洲猪瘟疫情防控工作，我部制定了《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八条禁令》（以下简称“八条禁令”），现印发给你们，并提出

如下工作要求，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畜牧兽医部门要迅速做好八条禁令的宣传贯彻，把推动落实八条禁令作为非洲猪瘟应急防控的重要内容和关

键抓手。要不折不扣地履行岗位职责，切实规范监督管理执法行为，坚决杜绝八条禁令所禁止的各类情形发生。要进

一步压实工作责任，确保措施落实、落地、落细，责任到人、到场（厂）、到村、到户，严防措施和责任层层递减。 

  
  二、强化疫情排查和报告 

  
  各地畜牧兽医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监测排查，为科学判断疫情形势、及时发现和消除疫情隐患打下良好基础。要结

合养殖生产、生猪保险理赔、无害化处理等记录和临床状况，组织开展针对性现场排查，排查工作务必执行到位，确

保有效。对现场排查中发现临床疑似非洲猪瘟情况的，必须采样送检。要督促生猪养殖场户严格落实清洗消毒、全进

全出等生物安全管理措施，及时报告生猪出栏补栏、隔离检疫、临床发病、饲料来源等情况，切实降低疫病发生和传

播风险。要按照《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动物疫情报告等有关工作的通知》（农医发〔2018〕22 号）等要求，规范做

好非洲猪瘟疫情报告工作。要畅通疫情举报渠道，及时核查举报线索，一经查实可按规定对举报人予以奖励。各地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依法履行动物疫病检测职责，严格按照检测结果出具真实报告。 

  
  三、强化生猪及生猪产品检疫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我部近期修订印发的《生猪产地检疫规程》《生猪屠宰检疫规程》

开展检疫工作。要推动生猪养殖场户按照农业农村部第 2 号公告规定，落实检疫申报主体责任，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

机构申报检疫并提供相关申报材料；生猪收购贩运单位或个人代为申报检疫的，要取得生猪屠宰场户的委托书。对产

地检疫中生猪来历不明、存栏异常增加、无养殖档案或档案记录不全的，屠宰检疫中发现疑似非洲猪瘟生猪及生猪产

品的，不得出具动物检疫证明，并督促生产经营主体严格按规定处理。要规范动物卫生证章标志管理和使用，严格执

行动物检疫证明领用登记等管理制度。 

 
  更多内容详见：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八条禁令》的通知  

         
 
 
 
 
 
 
 

    文章来源：农业农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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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关于《淀粉分类》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 2018 年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批准计划号为“20181865-T-601”，标准名称为《淀粉分类》的国家

标准修订项目。由食用淀粉及淀粉衍生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52）负责组织相关单位进行制修订工作。经

广泛收集资料、多次征求意见和起草工作组会议讨论，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为保证标准的科学性，现公开征求意见，

欢迎社会各界对标准内容提出修改建议和意见。 

  
  请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前将意见返回食用淀粉及淀粉衍生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联系人：洪雁 

  
  电话：0510-85329237 

  
  Email: hongyan@jiangnan.edu.cn 
  
  附件： 

  
     1.《淀粉分类》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doc 
  
     2. 《淀粉分类》国家标准征求意见表.xls 
 

 
 

 
 
 
 
 
 
 
 
 
 
 
 
 

 
 
 
 
 
 

文章来源：中国商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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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 19 批次食品 

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18 年第 42 号〕 
近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抽检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糕点，调味品，豆制品，水果制品和食用农产品

等 6 类食品 978 批次样品。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检验和判定，其中抽样检验项目合格样品 959 批次、不合格样品

19 批次（见附件）。具体情况通告如下： 

  
  一、淘宝小妹山茶油（经营者为江西小妹生态农产品有限公司）在淘宝网（网站）销售的标称江西省婺源县小妹

山茶油有限公司生产的野生紅花山茶油，过氧化值不符合产品执行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 

  
  二、天猫尚客食品专营（经营者为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尚客食品有限公司）在天猫（网站）销售的标称福建艾美

客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奶の砖（烘烤类蛋糕），菌落总数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湖南省食品质量

监督检验研究院。 

  
  三、天猫粮悦食品旗舰店（经营者为安徽粮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在天猫（网站）销售的标称安徽粮悦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委托安徽威尔丽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大吃兄绿豆糕，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和防腐剂混合使用

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四、北京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销售的标称广东省深圳市利安信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经销、HUY FONG FOO
DS. INC.生产的汇丰是拉差香甜辣椒酱（原产国：美国），二氧化硫残留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

构为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 

  
  五、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一分鑫生活超市销售的标称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鞋底诱惑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大羊排

（豆制品）和小牛（豆制品），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湖南

省产商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六、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一分鑫生活超市销售的标称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鞋底诱惑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鞋底辣

片（豆制品），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和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 Al 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

定。检验机构为湖南省产商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七、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顺义分公司销售的标称河北省承德怡达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果丹皮，菌

落总数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 

  
  八、安徽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合肥武里山路分公司销售的来自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众创养鸡专业合作社的洋鸡蛋，

氟苯尼考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初检机构为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复检机构为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动植物与食品检测中心。 

  
  九、甘肃省兰州西太华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太华商厦销售的宜和宣散养土鸡蛋，氟苯尼考不符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规定。初检机构为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复检机构为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十、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销售的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鑫宇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的韭菜，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沈阳食品检验所。 

  
  更多内容详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 19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18 年第 42 号〕 

 

     文章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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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WHO：全球每年超 300 万人因饮酒死亡 

据《日本经济新闻》11 月 22 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报告显示“全球范围内的饮酒相关死亡者每年超

过 300 万人”。大型酒类企业正在采取应对措施，它们担心与烟草相同，WHO 在酒类领域也要求各国推进增税和限

制广告等。在啤酒企业中，已开始出现增加无酒精饮料的趋势。 

  WHO 在 9 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 年因饮酒相关原因死亡的人在全球死亡人数中占到 5.3%，高于糖尿病的

2.8%。报告指出，很多国家需要采取对策，呼吁提高税金、禁止和限制酒类广告等。 

  “烟草之后是酒？”一家酒类企业的高管难以掩饰警惕感。 

  在烟草行业，2005 年《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 WHO 的主导下生效。为了遏制烟草导致的健康危害在全球扩大，

WHO 要求各国在共同规则之下展开合作。到 2017 年底，包括日本在内的缔约国达到约 180 个。WHO 敦促缔约国

采取措施，防止公共场所被动吸烟、限制烟草广告、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等。 

  该公约导致各国加强监管，全球 15 岁以上吸烟人口从 2000 年的约 11.43 亿减少至 2015 年的约 11.14 亿，

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从 27%降至 20%。大型烟草企业也被迫进行业务转型，推进开发加热式电子烟等。 

  日本啤酒企业麒麟控股的社长矶崎功典表示，“为根除酒精的有害摄取导致的问题，行业需要拿出负责任的行动”。
首先，强化自主限制是不可或缺的。 

  酒类企业也开始加强有助于适当饮酒的业务。荷兰的啤酒巨头喜力（Heineken）将扩大无酒精啤酒“喜力 0.0”
的销售。2017 年，喜力在 16 个国家和地区销售这款商品，目前已扩大至 38 个国家和地区。法新社（AFP）报道称，

全球最大啤酒酿造商百威英博计划在 2025 年之前，把无酒精和低酒精啤酒的销售额增加至啤酒整体的 5 分之 1。 

  在海外，投资者对推进业务重组的酒类企业评价更高，专注于啤酒的百威英博和喜力等“一条腿走路”的企业很多。

在全球健康意识加强和偏好趋于多样化的背景下，全球酒类行业有可能面临企业战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文章来源：环球网

16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8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70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01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94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9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971.html


国际食品 
法媒：美国批准“试管肉”商业化 

全球首次 
参考消息网 11 月 19 日 法媒称，第一个障碍刚刚被轻松地跨越。美国农业部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16 日正

式就实验室制造出来的肉类产品的商业化制定了规则框架。这是全球首次。 

  
  据法国《回声报》网站 11 月 17 日报道，美国农业部与药管局在联合声明中说：“我们的机构拥有足够的合法权

力来管理利用家畜和家禽的细胞培养得到的食品。”美国优质食品研究所负责人杰茜卡·阿尔米表示：“完全不需要为此

制定新的法规或者额外条例。”言下之意是：要将实验室制造的肉排投入市场，任何新的法律框架都是不必要的。 

  
  阿尔米难以掩饰她的兴奋：“这两个部门为可预见的透明管理提供了如此的便利，这对该工业是一个非常鼓舞人

心的迹象。” 

  
  事实上在美国，关于监管权力问题的谈判远多于细胞农业的许可。农业部或者药管局谁将把这个新的产业收入麾

下？答案就是：二者共同监管。 

  
  药管局将负责管理在实验室的整个过程，这是该机构的传统职能权限。因为要想创造出细胞肉排，首先需要进行

活检，也就是从一只动物身上提取一块组织或者器官，通常是用针。然后将肌肉纤维放入培养皿中，让细胞繁殖。 

  
  在这些阶段之后，就要由农业部接手了。它将监督产品的生产与贴标签环节。阿尔米说：“我们相信，这两个机

构能够相互协调，保证通过细胞培养得到的肉类对消费者无害并且贴上正确的标签。” 

  
  不过，目前道路上还横亘着另一个障碍：价格。2013 年，当血管生理学教授马克·波斯特创造出第一块试管牛排

时，热情很快消散，因为生产成本高昂，达 25 万欧元（约合 200 万元人民币）。 

  
  法国全国农艺研究所研究主管让-弗朗索瓦·奥凯特表示：“虽然成本肯定将大幅下降，但那也很难进入到工业阶段，

除非取得技术突破。” 

  
  美国、荷兰、以色列等国的好几家新兴企业目前正致力于破解这个难题。近几年该行业涌现了许多新面孔。 

  
  还可以寄希望于农产食品加工业的大量支持。 

  
  首先就是泰森风险投资公司，这是美国最大的肉产品公司泰森食品公司旗下专门进行风投的企业。还有嘉吉公司、

谷歌或者比尔·盖茨。加利福尼亚的新兴企业 Just 因为生产不含鸡蛋的蛋黄酱而闻名，它自 2011 年创立以来已经筹

集了 2.45 亿美元资金。 

  
  “以色列、日本和新加坡等国政府已经对这种食物技术表现出非常大的兴趣。”阿尔米补充说。但是，消费者的迟

疑怎么办？也许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克服这个最后的障碍。 

                         

 

 

 

 

 

       文章来源：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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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美国最新调查：44%的人觉得转基因食品

不好不坏 
美国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调查显示，70%的美国人认为，科学提升了美国人的食品质量；

44%的人觉得转基因食品不好不坏。 

  
  此次调查发现，科学素养低的人群中，有 52%的人担心转基因食品，而 2016 年的这个比例是 29%；在科学素

养高的人群中，认为转基因食品更不健康的比例从 2016 年的 37%略升为 38%。美国人中，科学素养高的人群和科

学素养低的人群占比很接近，分别为 26%和 24%。 

  
  调查还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关注转基因食品可能的健康风险，黑人和西班牙裔比白人更关注转基因问题。 

  
  同时，该调查提出了一个新名词：食物意识形态（food ideologies），即关心转基因食品潜在健康风险的人群

和关注人工色素、防腐剂、作物杀虫剂、饲喂动物使用激素和抗生素问题的人群高度一致。比如，有 55%的女性关

心食品添加剂的健康影响，而只有 46%的男性关心此问题；同样，关心蔬菜、水果中农药问题的女性比例为 39%，

男性则只占 23%；关心动物肉中激素或抗生素的女性占 39%，男性只占 25%。 

  
  一个有意思的结果是，认为转基因食品存在安全问题的人群中，有 78%的人担心食品添加剂问题，66%的人担

心动物肉类中的激素或抗生素；而不担心转基因食品的人群中，只有 28%担心食品添加剂，12%的人担心动物肉类

中的激素或抗生素。 

  
  尽管近一半的人担心转基因食品的健康风险，但有 76%的人认为转基因技术能增产，63%的人认为转基因食品

更实惠。另外，美国民众只有 29%的人了解或熟悉转基因食品的信息，58%的人只知道皮毛，13%的人完全没听说

过。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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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德国农业部：已向中国申请恢复进口 

德国禽肉类 
德国农业部周三表示，德国政府已向中国申请恢复进口德国禽肉类的许可。 

  

  原本在德国爆发禽流感后，中国已停止进口德国禽肉类。但 7 月时中国原则同意再度开放市场进口德国禽肉类。 

  

  德国农业部助理部长 Hermann onko Aeikens 在声明稿中表示，由于中国已解除禽流感进口限制，使得对德

国禽肉类重新开放市场的程序得以进行。 

  

  Aeikens 称，德国农业部长 Julia Kloeckner 明年将赴华评估谈判情况。 

  

  中国是德国最大的肉类出口市场之一。（完） 

 

 

 

 

 

 

 

 

 

 

 

 

 

 

 

 

 

 

 

 

 

 

 

 

 

  文章来源：路透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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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加拿大一位父亲起诉麦当劳非法营销 

儿童快乐餐 
新浪美股讯 北京时间 21 日消息，据外媒报道，加拿大一位三个孩子的父亲正起诉麦当劳非法向儿童推销其快

乐餐（Happy Meal），声称麦当劳违反了魁北克省禁止向 13 岁以下儿童做广告的法律。 

  
  法庭文件显示，安东尼-布拉曼特（Antonio Bramante）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说，在他的孩子的催促下，

他至少每两周带他们去吃一次麦当劳。 

  
  他正就过去五年在麦当劳的消费向这家连锁店寻求赔偿，并希望阻止该公司继续向店内儿童推销玩具和快乐餐。 

  
  他说这些玩具通常与流行的电影发行有关，他的孩子经常想回到餐厅，这样他们就可以完成他们的玩具。他还

声称麦当劳餐厅通过将玩具和快乐餐放在儿童们的视线水平上展示来进行推销，这违反了魁北克省消费者保护法的

一部分。 

  
  魁北克省禁止向 13 岁以下的儿童进行营销，使其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完全禁止面向儿童的广告的司法管辖区

之一。 

  
  自 1980 年以来，该省还制定了一项法律，限制向儿童营销不健康食品。 

  
  麦当劳在加拿大有大约 300 家商店。麦当劳加拿大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经收到了这一诉讼的通知，并计

划仔细审查。 
 
 
 
 
 
 
 
 
 
 
 

 
 

 
 
 
 
 
 
 
 
 
 

文章来源：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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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新加坡 Spize 餐厅食物中毒事件升级  

患者人数升至 81 人 
据新加坡亚洲新闻台 11 月 15 日报道，近日多人在新加坡里峇峇利路的 Spize 餐厅就餐后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人数还在上升。据其新加坡卫生部最新报道，截至 15 日下午 5 点，共有 81 人出现中毒症状。此前 14 日晚，有报

道称中毒人数为 72 例。 

  
  卫生部表示，目前 9 人仍住院治疗而且“状况稳定”，而其余 37 人已经出院。受害者中一名辅警由于此次食物

中毒于 14 日晚上死亡。另有一名 38 岁的公司员工送医后不治身亡。卫生部表示，具体死亡原因需经尸检后，等待

进一步确认。 

  
  Spize 餐厅此前为证券公司 Brink's Singapore 的万灯节庆祝活动提供了便当盒服务。该公司证实，一些员工

在食用该餐厅食品后有中毒症状。 

  
  Spize 官方回应称，他们于 11 月 7 日首次收到有关案件的通知，并在同一天检查了所在餐厅情况。在被卫生

部爆出餐厅出现“几次卫生问题”后，餐厅已无限期暂停营业。 

  
  Spize 是新加坡最受欢迎的餐厅之一，除里峇峇利路餐厅外，Spize 还在 Bedok，Temasek 俱乐部的 Rifle 
Range 以及 Siglap 设有三家分店。 

 

 

 

 

 

 

 

 

 

 

 

 

 

 

 

 

 

 

 

 

 

 

文章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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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加拿大召回含有未申报过敏原的方便面 

食品伙伴网讯  据加拿大食品检验局（CFIA）消息，11 月 16 日，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发布召回通告称，Ottog
i 牌的两款方便面被召回，因为该款产品含有未申报的过敏原---鸡蛋。 

  
  具体召回产品情况如下： 

 

品牌 名称 重量 保质期 UPC 

Ottogi Jin Ramen Sp
icy 

600g 2019 年 8 月 20 日 外包装：6 45175 52015 3 
内包装：6 45175 52012 2 

Ottogi Jin Ramen Mil
d 

600g 2019 年 8 月 19 日 外包装：6 45175 52014 6 
内包装：6 45175 52011 5 

 

   
  该产品在加拿大艾伯塔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零售给消费者。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建议对鸡蛋过敏的人不要食用上述召回产品，检查家中是否存在受召回的产品，若有则应该

将这些产品丢弃或退回到购买商店。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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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韩国受李斯特菌污染的金针菇已销至多国 

食品伙伴网讯  据欧盟食品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消息，2018 年 11 月 16 日，比利时通过 RASFF
通报韩国出口的金针菇不合格，因为这些金针菇受到了李斯特菌的污染。 

  
  据了解不合格产品已经销往德国、荷兰、葡萄牙和英国等国家。目前产品已采取召回措施。 

  
  李斯特菌会对孕妇、胎儿、新生儿以及老年人等免疫力低下人群构成风险。李斯特菌感染的症状包括：恶心、

呕吐、腹泻等轻微类似感冒症状，严重时会出现脑膜炎以及其他致命综合症。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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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印度将不再允许食品制造商重复利用 

食用油 
食品伙伴网讯  据印度食品安全标准局（FSSAI）消息，此后，食品制造商用于商业目的油不能再重复使用。 

  
  印度政府发现，许多小型酒店和油炸食品街头小贩使用的油都来自于像酒店和食品制造商这样的大规模使用油

的地方。政府已经将此类制造商重复使用油的行为列为了犯罪行为，并制定了一项计划，禁止重复利用食用油，并

将其完全用于制造生物柴油。根据该计划，除禁止重复利用食用油外，还可以减少印度的燃料进口。 

  
  重复使用油是癌症传播的罪魁祸首。重复利用的食用油中存在许多反式脂肪酸和脂肪酸的裂解物质，会对人体

健康造成危害。根据新规定，每月消耗 100 升油的食品制造商必须强制提供至少 30 升废油用于生产生物柴油。如

果不达标，则会被起诉。政府官员 Pawan Agarwal 表示，预计到 2022 年，回收的废油将达到 220 亿公升。他

说，有关这项强制措施的法律将会很快生效。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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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德国通报我国出口儿童餐盘不合格 

已销至多国 
食品伙伴网讯   据欧盟食品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消息，近日，德国通过 RASFF 通报我国出口儿童

餐盘三聚氰胺迁移量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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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2
0 

德国 儿童餐盘 2018-3350 
三聚氰胺迁

移量超标 

分销至其他

成员国/退出

市场 

预警通报 

  
  据了解，这款儿童竹杯是由玉米和竹子制成的。目前已被销往奥地利、克罗地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

国、希腊、匈牙利、冰岛、意大利、摩洛哥、荷兰、波兰、 葡萄牙、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和瑞士等国家。 

  
  食品伙伴网提醒各出口企业，要严格按照出口国要求进行产品出口，注意产品中各物质的迁移量，规避出口风

险。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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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美国豁免解淀粉芽孢杆菌 ENV503 菌株

在食品中的残留限量 
食品伙伴网讯  据美国联邦公报消息，2018 年 11 月 20 日，美国环保署发布条例，豁免解淀粉芽孢杆菌 EN

V503 菌株（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strain ENV503）在食品中的残留限量。 

  
  据了解，本次豁免申请由 Envera，LLC 按照美国《联邦食品、药品与化妆品法案》的要求提交。 

  
  美国环保署就其毒理性等方面进行了风险评估，得出结论认为，解淀粉芽孢杆菌 ENV503 菌株对普通人群、

婴儿和儿童的健康无影响，因此豁免其最大残留限量要求。 

  
  新条例自 2018 年 11 月 20 日生效。异议和听证请求必须在 2019 年 1 月 22 日之前提交。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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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2018 年 11 月输日食品违反 

日本食品卫生法情况（11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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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请注明食

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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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多批次食品不合格。 

 

序号 发布

日期 
品名 条文 制造者 发货者 生产

国 
不合格内

容 
担当检

疫所 
输入者 原

因 
措施状況 备考 

1 11 月

20 日 
混合坚

果（KS 

UNSAL
TED MI
XED N
UTS) 

第６

条第

２号 

BAY VA
LLEY F
OODS 

  美国 检出 黄曲

霉毒素  2

9 μg/kg
（B1: 2

7.3, B2:
 1.7) 

関西空

港 
コストコ

ホールセ

ールジャ

パン 株

式会社 

  废弃、退

货等（全

量保管） 

自主

检查 

2 11 月

20 日 
糖果类

（BANG

ALI RU
SGULL

A） 

第 10
条 

UNITED
 KING 
FOODS
 (PVT.)
 LTD. 

  巴基

斯坦 
检出指定

外添加剂，

喹啉黄 

東京 アルファ

ラトレー

ディング

 有限会

社 

  废弃、退

货等（全

量保管） 

自主

检查 

3 11 月

20 日 
新鲜杏

仁 
第６

条第

２号 

  TOSHOK
U AMERI
CA, INC 

美国 检出黄曲

霉毒素 7

0 μg/kg
（B1: 6

3.8, B2:
 6.6) 

名古屋 株式会社

 カーギ

ルジャパ

ン 

  废弃、退

货等（全

量保管） 

命令

检查 

4 11 月

20 日 
新鲜杏

仁 
第６

条第

２号 

  TOYOTA
 TSUSH
O AMERI
CA, INC. 

美国 检出 黄曲

霉毒素 5

0 μg/kg
（B1: 4

4.5, B2:
 5.8) 

横浜 豊通食料

 株式会

社 

  废弃、退

货等（全

量保管 

命令

检查 

5 11 月

20 日 
大粒落

花生 
第６

条第

２号 

  WEIHAI 
SHENGT
AIYUAN 
FOODST
UFF C

O.,LTD. 

中国 检出 黄曲

霉毒素 1

2 μg/kg
 （B1: 
11.8)検

出 

神戸 三昌貿易

 株式会

社 

  废弃、退

货等（全

量保管） 

命令

检查 

  
 更多内容详见：2018 年 11 月输日食品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情况（11 月 22 日更新）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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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研究：孕妇服用鱼油可降低早产风险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人们一直以来都提醒孕妇少吃含油鱼类，有些鱼不能吃，担心有污染，出现汞暴露

问题。然而专家表示，孕妇从怀孕 12 周开始，每日摄入 omega-3 脂肪酸可以有效降低早产风险，服用的药品需

含 500 到 1000 毫克 omega-3 脂肪酸。 

  造成全世界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的首要原因就是早产，而现在并没有什么预防早产的方法。而幸存下来的早产儿

则面临等视力缺陷、发育迟缓和学习障碍等长期问题。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南澳大利亚健康与医学研究所（SAHMRI）及妇幼医院的研究人员研究了包含 2000
0 名女性研究对象的实验结果。他们主要 EPA 和 DHA 这两种脂肪酸存在于三文鱼以及鱼肝油等鱼类油中。 

  研究表明，长链 omega-3 脂肪酸可以有效降低早产风险。三文鱼和鲭鱼等含油鱼类中有这种脂肪酸，它可以

将 37 周前生产的风险降低 11%，34 周前生产的风险降低 42%，婴儿体重 5 磅 5 盎司（约 4 斤 3 两）的概率降

低 10%。这是因为它能降低引起早产的激素的效力，从而延长妊娠期。 

  该研究结果十分具有说服力，因此研究人员建议怀孕 12 周以上的孕妇每日补充 500 到 1000 毫克长链 ome
ga-3 脂肪酸，这样可以降低早产风险。 

  SAHMRI 的菲莉帕·米德尔顿教授（Philippa Middleton）表示：“目前没有什么防止早产的有效方法，所以

这些新发现对孕妇、婴儿以及相关健康专家而言十分重要。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早产的原因，所以预防早产一直是

一个重大挑战。这也是全世界研究者对研究 omega-3 在孕期的作用如此感兴趣的原因。” 

文章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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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多喝水有益健康？英媒：过量饮水或致命 

多喝水有益于身体健康？实际上，喝水并非越多越好。据英国《每日邮报》11 月 19 日报道，专家们指出，过

量饮水会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甚至致人死亡。 

  一个成年人平均每天需要摄入 3 到 4 升水，但是我们的肾脏每小时只能处理 1 升水。如果摄入过量的水，多余

的那部分就会被储存在体内的细胞中，导致细胞膨胀。这个过程被称为水中毒，它会让血液中的钠含量降低，进而

导致人体更难调节血压。 

  美国商业内幕网（Business Insider）指出，如果这些多余的水分被储存在肌肉或者脂肪层中，这种膨胀还可

以得到控制；但是如果它被存储在大脑中，就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 

  具体说来，水中毒的症状包括头痛、精神错乱和嗜睡。如果多余水分造成的压力不断增加，患者可能会面临脑

损伤，进而陷入昏迷，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死亡。 

  那么，如何判断自己是否过量饮水呢？医生建议检查尿液的颜色。俄亥俄州立大学韦克斯纳医学中心的注册营

养师利兹·魏南迪说，如果尿液呈现淡柠檬色，就要警惕了。 

  事实上，水中毒症状在马拉松比赛中比较常见。一项研究显示，每 6 名马拉松选手中就有 1 人在比赛中出现轻

微的水中毒症状。因此，研究人员建议他们不要过量饮水。 

文章来源：中国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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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寒冷地区民众饮酒易过量 会增加肝硬化

几率 
据英国《每日邮报》11 月 19 日报道，美国一项科学研究发现，生活在寒冷、日照较少地区的居民饮酒量更多，

更容易因酗酒引发肝硬化。 

  该研究由美国匹兹堡肝脏研究中心发起，是世界上第一个系统性证明饮酒与天气状况有关的研究。研究人员使

用了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数据，对 196 个国家的情况进行分析，探讨饮酒与气温、日照时数的关

系。 

  研究显示，生活在寒冷、日照较少地区的居民，比生活在温暖、日照充足地区的居民更爱喝酒，英国人则被认

为是世界上酗酒最严重的人群之一。酒精会使引起血管舒张，导致皮肤的血液流量增加，饮酒还与抑郁有关，当日

照时数较少时，这种关联尤为明显。 

  英国克雷格城堡医院医学顾问 Peter McCann 教授参与了该研究，他表示，酒精摄入量会直接影响人们罹患

肝硬化的几率。肝硬化是最危险的肝病，最终会导致肝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考虑到英国寒冷、日照较少的天气，和酒类低廉的价格带来的联合效应，毫无疑问，应制定更严格的酒类定

价法律。”McCann 教授提议，“在冬季的几个月里，广告法应考虑增加对酒类宣传的限制。” 

  本周一，世界卫生组织在爱丁堡举行的峰会上公布了有关欧洲酒精消费的最新数据。报告称，由于有害的饮酒

习惯，近一半成年男性面临着短期或长期的健康危机和社会问题。而在今年早些时候，为解决饮酒问题，苏格兰已

开始对酒类实行最低定价。 

文章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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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研究：宝宝 1 岁前多吃鸡蛋等易致敏食物

降低过敏风险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过敏婴幼儿比例偏高，以致许多家长不敢让宝宝吃容易导致过敏的食物（易致敏

食品）。但台湾 1 项研究发现，宝宝 1 岁前食物如果多样化，多吃鸡蛋、花生、鱼、有壳类海鲜等易致敏食物，反

而可以降低过敏风险。 

  
  为了解婴幼儿食物种类与日后过敏体质之间的关联性，台湾基隆长庚儿科团队针对 272 名婴幼儿进行研究，以

吃下易致敏食品种类多少为标准，将接受实验的宝宝分成 3 组。 

  
  研究期间，家长详细记录宝宝吃了哪些食物及身体状况、有无肠胃不良症状。宝宝分别在 1、2、4、6 个月大

时回诊接受检验，在 1 岁时抽血检验 40 种过敏原。 

  
  结果发现，宝宝 1 岁前被喂食的副食品种类越多，包含水果、蛋白、蛋黄、鱼、有壳类海鲜、花生等 6 种易致

敏食物，宝宝被检测出过敏体质的概率越低。 

  
  数据显示，1 岁前经常被喂食 5-6 种易致敏食物的婴儿比起只喂食 1-2 种易致敏食物的婴儿，过敏体质风险约

可下降 4 成。 

  
  哪种易致敏食物对于降低过敏风险的帮助最大？答案是蛋黄、蛋白。研究发现，经常食用蛋类制品的宝宝身体

抗过敏的能力最强。 

  
  台湾基隆长庚儿童胃肠科主治医师花曼津指出，婴幼儿的肠胃道免疫系统尚未成熟，具有可塑性，如果早期接

触多种食物抗原，就能引发耐受性，增强婴幼儿肠道免疫系统功能，进而降低早期过敏体质的风险。 

  
  此外，研究者还提出家长喂食婴幼儿原则：宝宝 1 岁前提供多样化的副食品，包括易致敏食物；注意宝宝吞咽

状况，花生、坚果类需事先研磨处理；1 次吃 1 样，连续几天，观察宝宝有无过敏反应，没有的话，再尝试另 1 种；

如宝宝皮肤出现疹子且呕吐、腹泻，可能为过敏反应，应停止喂食，尽快就医。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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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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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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伙伴网创建于 2001 年，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领先的食品技术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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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的信息和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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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3 日     青州         “润通水处理杯”2018 包装饮用水行业高峰论坛邀请函 
12 月 6-7 日     北京        2018 中国国际食品安全与标准法规高峰论坛 
 
2018 年展会预告 
11 月 30-12 月 3 日 南昌         第十一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 
12 月 1-3 日       潍坊         2018 第中国（山东）精品粮油暨粮食加工机械展览会 
12 月 1-3 日       济南         2018 第四届中国（山东）国际酒店餐饮业博览会 
12 月 4-6 日       广州         第八届中国健康营养博览会 
12 月 5-日         厦门        2018（第四届）中国食品安全追溯大会暨快消品供应链风险控制大会 
12 月 6-8 日       北京         第九届 INIE 中国国际高端食品、饮品产业博览会 
12 月 6-8 日       上海          2018 年全球自有品牌亚洲展·上海 
12 月 6-7 日       衡阳         2018 仁创糖酒会暨湘南经销商招商订货会·衡阳站 
12 月 7-10 日      温州         2018 第七届中国·温州食品博览会 
12 月 13-14 日     北京          2018 中国国际营养及功能食品峰会 
12 月 13-15 日     青岛         2018 中国·青岛国际儿童产业博览会 
12 月 14-16 日     成都         2018 中国（成都）国际孕婴童产业博览会  
12 月 14-16 日     青岛         2018 中国（青岛）国际品牌农产品博览会 
12 月 15-18 日     上海         2018（上海)第 27 届国际创业项目连锁加盟展览会 
12 月 15-19 日     武汉         第 27 届中国食品博览会暨中国（武汉）国际食品交易会 
12 月 17-19 日     广州         2018 广州国际健康与营养保健品展 

12 月 17-19 日     广州          2018 广州健康原料、食品配料展 

12 月 20-24 日     烟台         2018 第二届中国（烟台）进出口商品博览会 
12 月 21-23 日     青岛          2018 中国(青岛)国际进口食品及饮品博览会 
 
2019 年展会预告 
1 月 17-2 月 2 日   西安        2019 第十七届西安年货会 
2 月 22-24 日      香港         乐活博览 2019（LOHAS Expo） 
2 月 25-27 日      广州        2019 亚太生鲜配送及冷链技术设备展览会 
3 月 7-9 日        上海        CHINA FOOD 2019 春季第六届上海国际餐饮美食加盟展 
3 月 7-9 日        西安        2019 春季中国冰淇淋冷食展暨第五届西部冷冻冷藏食品展 
3 月 10-12 日      广州        广州国际工业自动化技术及装备展览会(SIAF) 
3 月 8-10 日       杭州        2019（杭州）第十一届特许连锁加盟展览会 

食品伙伴网展会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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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6-17 日  西安  2019 中国餐饮外卖连锁加盟展 
3 月 18-20 日  上海   2019 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展览会 
3 月 26-28 日  呼和浩特   第 13 届内蒙古乳业博览会暨高峰论坛 
3 月 27-29 日  北京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科学仪器及实验室装备展览会

3 月 28-30 日  武汉   2019 中国餐饮调味品展览会 
3 月 30-4 月 1 日   银川  中国（银川）国际奶业展览会

4 月 1-3 日  广州    2019 广东国际水处理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4 月 2-4 日    长沙   2019 中国(长沙)国际大豆食品加工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4 月 8-10 日  上海  2019 中国包装容器展 

4 月 9-11 日  广州  2019 广州国际电子商务包装与供应链展览会 
4 月 10-11 日  上海  2019 上海国际奢侈品包装展 
4 月 11-13 日  义乌  2019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博览会 
4 月 17-19 日  北京  2019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烘焙展览会 
4 月 17-19 日   北京  2019 第 12 届中国国际高端饮用水产业（北京）博览会 
4 月 17-19 日   北京   2019 第十四届中国（北京）国际餐饮食材展览会 
4 月 18-20 日   沈阳  2019 第 6 届中国（沈阳）国际餐饮食材及冷冻食品博览会 
4 月 19-21 日   厦门  2019 厦门国际餐饮食材展览会  
4 月 19-21 日  沈阳   2019 沈阳-中国好食材展览会暨 2019 第 32 届沈阳餐饮食材及餐饮加盟展览会 
4 月 20-122 日 上海  2019 第八届中国上海新零售微商博览会 
4 月 20-22 日 上海  2019 第十二届上海国际高端水及氢健康博览会 
4 月 20-23 日  西安 第十一届中国西安国际食品博览会暨丝绸之路特色食品展

4 月 24-26 日  沈阳  2019 第二十届沈阳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4 月 27-28 日  长沙  2019 中国湖南国际粮食机械展览会 
4 月 27-30 日  北京 第十一届中国（北京）国际茶业及茶艺博览会

4 月 27-29 日   厦门  2019 春季全国高端食品展览会暨中国糖果零食展 
5 月 8-10 日  天津  2019 第三届中国(天津)火锅食材用品展览会 
5 月 10-12 日  济南  2019 第 11 届上海国际食品机械与包装技术展览会 
5 月 10-12 日  上海  2019 上海·全国优质农产品博览会 
5 月 14-16 日  上海    2019 亚洲国际冷链物流与技术装备展览会  
5 月 18-20 日  成都   2019 第九届成都国际孕婴童产业博览会   
5 月 18-20 日  长春   2019 长春第十二届连锁加盟创业项目展览会 
5 月 23-25 日  西安 第二十届西安国际酒店设备及用品展览会

5 月 22-24 日   北京  2019 第三届中国餐饮采购展览会 
5 月 24-26 日   青岛  2019 第十六届青岛国际食品加工和包装机械展览会 
5 月 25-27 日  西安   2019 中国（西安）连锁加盟创业投资博览会 
5 月 29-31 日  上海   2019 第 11 届上海国际食品机械与包装技术展览会 
6 月 3-5 日    上海   AQUATECH CHINA 2019 上海国际水处理展览会 
6 月 4-6 日   上海  2019 第五届上海国际水产海鲜展览会 
6 月 7-9 日   青岛   2019 中国（青岛）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暨全国高端饮品博览会 

6 月 11-13 日   上海  2019 上海国际高端食品饮料与进出口食品展览会 

6 月 14-16 日  沈阳  2019 中国（沈阳）糖酒食品展览会 
6 月 19-21 日  上海  第二十五届上海国际加工包装展（ProPak China 2019） 

6 月 23-25 日  北京   第四届世界厨师艺术节暨 2019 中国国际餐饮交易博览会 
6 月 26-28 日   广州  2019 第 19 届广州国际食品展暨进口食品展览会 
6 月 27-29 日   广州  2019 世界食品广州展 
7 月 10-12 日   上海  2019 第 17 届上海国际礼品、赠品及家居用品展览会 
7 月 26-28 日  呼和浩特   2019 牛羊产业链（内蒙古）博览会暨畜牧专业合作社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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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3-25 日      广州         2019 第 7 届 CCH 广州国际餐饮连锁加盟展览会 
8 月 23-25 日      广州          2019 年第五届中国(广州)国际渔业博览会 

8 月 28-30 日      上海          2019 第十四届上海国际渔业博览会 
8 月 29-31 日      北京          2019 第九届中国国际保健养生食品特医食品展览会 
8 月 29-30 日      北京          第二十一届亚洲（北京）国际食品饮料博览会 

8 月 30-9 月 1 日   宁波         2019 秋季全国高端食品展暨中国糖果零食展 
9 月 18-20 日      北京         2019 北京国际水处理展览会暨膜技术与装备展览会 
9 月 24-26 日      上海         2019 第七届上海国际生物发酵产品与技术装备展览会 
10 月 30-11 月 1 日 北京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食品加工和包装机械展览会 
11 月 18-20 日     上海         CBST2019 第九届中国国际饮料工业科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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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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江中威食品机械有限公司—食品机械 

得利斯集团有限公司—食品机械 

山东恒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广州标际包装设备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诸城市德仁机械科技有限公司—食品机械 

广州硕维食品技术有限公司—添加剂配料 

郑州仁恒化工产品有限公司—添加剂配料 

杭州陆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河北润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添加剂配料 

烟台浩铭微波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食品机械 

四川省绵竹剑南春酒类经营有限公司—酒类 

青岛高科技工业园海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苏州帝斯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添加剂配料 

上海劲森轻工机械有限公司--食品机械 

厦门欣锐仪器仪表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浙江亚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添加剂配料 

VIP 会员：更多信息量、更多优化推广手段辅助、多多渠道宣传、专业客服全天候在线。 

食品商务中心:http://biz.foodmate.net/ 

联系方式： 

Email：ec@foodmate.net 

企业 QQ：2394951172 

Tel：0535-2154193 
  

食品伙伴网食品商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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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专属于您的培训会议，全方位满足企业人才培养计划。 

为您提供有价值的专业培训会议服务。 

 

专注于服务食品行业客户，专业策划组织食品行业峰会； 

依托食品伙伴网平台优势，定向邀请业内权威专家学者； 

促进食品行业的健康发展，深度解析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会议频道 

覆盖面广，汇聚食品行业所有会议信息。http://www.foodmate.net/hyhy/ 

 

培训频道 

粉丝众多，展现食品行业各类体系培训。http://train.foodmate.net/ 

 

 

 

联系人：邱楠楠 

电话：0535-2122280 

邮箱：meeting6@foodmate.net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通世南路 229 号 

食品伙伴网 2018 年 12 月份—2019 年 1 月份培训信息汇总 

2018 年 12 月份 
第 74 期食品微生物检验实际操作学习班—北京 2018-12-01~2018-12-04 
2018 年关于举办“新版标准化法、标准编写规则系列新国标解读”暨“《标准化管理工程师》岗位认证培训班”的

通知-成都、上海、厦门 2018-12-02~2018-12-04 
全面质量管理(TQM)培训-广州 2018-12-03~2018-12-04 
国内外食品标签及营养标签相关法律法规-广州 2018-12-03~2018-12-04 
ISO 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苏州 2018-12-03~2018-12-04 
IRCA 认可之 ISO9001 主任审核员培训-苏州 2018-12-03~2018-12-07 
全面质量管理(TQM)培训-天津 2018-12-04~2018-12-05 
SPC 统计过程控制培训课程-上海 2018-12-05~2018-12-05 
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福州、上海 2018-12-05~2018-12-07 
ISO22000:2018+HACCP 原理整合讲解内审员培训公开课-上海 2018-12-05~2018-12-07 
ISO 45001:2018 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广州 2018-12-05~2018-12-07 
新 QC 七大手法培训-上海 2018-12-06~2018-12-06 
SPC 统计过程控制培训课程-北京 2018-12-06~2018-12-06 
2018（第四届）食品加工质量管理研讨会 2018-12-06~2018-12-07 
全面质量管理(TQM)培训-深圳、上海 2018-12-06~2018-12-07 
食品安全专题培训（第 4 期） —进口食品法规政策与监管要求专题培训 2018-12-06~2018-12-07 

食品伙伴网培训中心培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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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 QC 七大手法培训-上海 2018-12-07~2018-12-07 
关于未来农业系列课程·2019《乳品产业链：质量、安全及可持续性》精品课程的通知 2018-12-08~2018-12-09 
发酵工艺中试放大与过程控制新技术论坛 2018-12-08~2018-12-09 
传统 QC 七大手法培训-广州 2018-12-10~2018-12-10 
BRC 第八版食品安全全球标准 内审员培训课程 2018-12-10~2018-12-11 
ISO 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广州 2018-12-10~2018-12-11 
国内外食品标签及营养标签相关法律法规培训课程-上海 2018-12-10~2018-12-11 
BRC-Food（第 8 版）食品安全全球标准内审员培训课程-苏州 2018-12-10~2018-12-11 
ISO 45001:2018 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上海 2018-12-10~2018-12-12 
IRCA 认可之 ISO9001 主任审核员培训-深圳 2018-12-10~2018-12-14 
IRCA 认可的 ISO 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主任审核员-上海 2018-12-10~2018-12-14 
产品保质期基础培训-上海 2018-12-11~2018-12-11 
新 QC 七大手法培训-广州 2018-12-11~2018-12-11 
ISO 45001:2018 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厦门 2018-12-11~2018-12-12 
国内外食品接触材料卫生标准-广州 2018-12-12~2018-12-13 
FAMI-QS:饲料安全意识培训(FAMI-QS 授权课程）培训-青岛 2018-12-12~2018-12-14 
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武汉、北京 2018-12-12~2018-12-14 
FAMI-QS:饲料安全意识培训(FAMI-QS 授权课程-青岛 2018-12-12~2018-12-14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内审员培训课程-厦门 2018-12-12~2018-12-14 
FSPCA 人类食品预防控制措施培训课程（FDA 认可的 PCQI 课程）-杭州 2018-12-12~2018-12-14 
新 QC 七大手法培训-深圳 2018-12-13~2018-12-13 
危害分析和风险评估培训课程-苏州 2018-12-13~2018-12-13 
“肉类食品产品及其生产加工过程的微生物快速检测” 现场实操培训班 2018-12-13~2018-12-13 
BRC 全球食品安全标准（第八版）内部审核员培训通知-全国开班 2018-12-13~2018-12-14 
ISO 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上海 2018-12-13~2018-12-14 
FSSC22000 内审员培训-天津 2018-12-13~2018-12-14 
IFS 国际食品标准（V6）内审员-上海 2018-12-13~2018-12-14 
FSSC22000 内审员培训-天津 2018-12-13~2018-12-14 
国内外食品接触材料法律法规培训-青岛 2018-12-14~2018-12-14 
第 73 期食品微生物检验实际操作学习班—杭州 2018-12-15~2018-12-18 
提质、增效、风险控制——央厨建设运营管理研修班-北京 2018-12-16~2018-12-19 
SPC 统计过程控制培训课程-深圳 2018-12-17~2018-12-17 
传统 QC 七大手法培训-苏州 2018-12-17~2018-12-17 
虫害防控培训课程-青岛 2018-12-17~2018-12-18 
ISO 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深圳 2018-12-17~2018-12-18 
BRC-S&D(第 3 版)仓储与物流全球标准内审员-上海 2018-12-17~2018-12-18 
食品原材料供应商筛选与管理-广州 2018-12-17~2018-12-18 
ISO 45001:2018 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成都 2018-12-17~2018-12-19 
ISO 45001:2018 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北京 2018-12-17~2018-12-19 
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上海、天津 2018-12-17~2018-12-19 
新 QC 七大手法培训-苏州 2018-12-18~2018-12-18 
食品过敏原管理培训课程-上海 2018-12-18~2018-12-18 
食品安全和质量管理体系（ISO9001 2015&HACCP&ISO22000 2018)整合内审员培训课程-青岛 2018-12-18~2018-12-21 
食品企业异物控制方法培训-上海 2018-12-19~2018-12-19 
食品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广州 2018-12-19~2018-12-19 
感官评定培训课程-广州 2018-12-19~2018-12-20 
FSSC 22000 (V4.1)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内审员（食品生产） 培训-青岛 2018-12-19~201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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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深圳 2018-12-19~2018-12-21 
FSSC 22000 (V4.1)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内审员（食品生产）培训-苏州 2018-12-19~2018-12-21 
China HACCP(GB27341:2009)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内审员培训-上海 2018-12-19~2018-12-21 
实验室检测数据控制及检测结果的质量保证-广州 2018-12-20~2018-12-20 
BRC 第八版食品安全全球标准 内审员培训课程-上海 2018-12-20~2018-12-21 
BRC-Food（第 8 版）食品安全全球标准内审员培训课程-杭州 2018-12-20~2018-12-21 
关于举办新版《工程建设施工企业质量管理规范》（GB/T50430－2017）内审员培训班的通知 2018-12-20~2018-12-21 
关于举办“ISO /IEC 17025 实验室管理体系 培训”的通知 2018-12-20~2018-12-21 
ISO 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成都 2018-12-20~2018-12-21 
食品微生物检测技术与实践操作强化班培训-青岛 2018-12-20~2018-12-21 
实验设计 DOE 及配方（比）设计-广州 2018-12-20~2018-12-21 
关于举办“2018 第三届功能发酵制品开发、应用及生产技术交流会” 暨生物发酵大健康产业发展高峰论坛的通知

2018-12-20~2018-12-22 
产品追溯和召回制度培训-上海 2018-12-21~2018-12-21 
食品检测方法验证-广州 2018-12-21~2018-12-21 
食品行业的投诉与投诉管理(1 天)-上海 2018-12-21~2018-12-21 
计量管理人员岗位实务培训班 2018-12-21~2018-12-23 
计量校准员培训班 2018-12-21~2018-12-23 
食品微生物检测质量管理专题研修班-青岛 2018-12-21~2018-12-24 
BRC 第八版食品安全全球标准 审核员培训课程-杭州 2018-12-22~2018-12-24 
“质量检验经理”培训班-杭州 2018-12-23~2018-12-25 
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苏州 2018-12-24~2018-12-26 
BRC 全球食品安全标准（第八版）-第三方审核员培训-青岛 2018-12-24~2018-12-28 
虫害防控培训课程-青岛 2018-12-26~2018-12-27 
ISO 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内审员(3 天)-厦门 2018-12-26~2018-12-28 
ISO 45001:2018 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苏州 2018-12-26~2018-12-28 
FSPCA 人类食品预防控制措施培训课程（FDA 认可的 PCQI 课程）-厦门 2018-12-26~2018-12-28 
传统 QC 七大手法培训-北京 2018-12-27~2018-12-27 
实验室检验人员上岗培训-天津 2018-12-27~2018-12-28 
虫害防控培训-广州 2018-12-27~2018-12-28 
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广州 2018-12-27~2018-12-29 
ISO22000：2018+FSSC22000 食品安全体系 专项提升培训课程-上海 2018-12-27~2018-12-29 
ISO 45001:2018 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深圳 2018-12-27~2018-12-29 
第七届“中国药食同源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暨药食同源保健（功能）食品研发立项交流研讨会 -南京

2018-12-27~2018-12-29 
新 QC 七大手法培训-北京 2018-12-28~2018-12-28 
CHTC 关于开展各项认证培训的通知-全国开班 2018-12-30~2018-12-31 
 
2019 年 1 月份 
关于举办“2019 特医食品法规体系/审批流程、配方设计及申报 评审、原料筛选、临床试验与生产工艺交流会的通

知 2019-01-11~2019-01-13 
BRC 第八版食品安全全球标准 审核员培训课程-青岛 2019-01-13~2019-01-17 
良好农业规范（GAP）内审员培训-青岛 2019-01-15~2019-01-16 
2019 食品科技创新论坛 2019-03-16~2019-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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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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招聘信息推荐 

 

中饮标（北京）安全饮品认证中心-管理体系维护人员 
江苏实朴检测服务有限公司-食品检测区域销售 
山东艾美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区域销售经理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湖南有限公司-体系管理员（检验检测） 
东莞市华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市场业务员 
上海粮全其美食品有限公司-工厂厂长 
武汉百理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食品检验员 
苏州欧福蛋业股份有限公司-品控主管 
苏州欧福蛋业股份有限公司-化验室主任 
湖南汇湘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质量管理员 
北京苏稻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品控主管 
北京苏稻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化验员 
东莞市华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内勤 

食品伙伴网食品人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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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职场好文推荐 

 

生产质量人才 | 优秀简历推荐 
没有社保工资 6500 与有社保到手工资 3000，怎么选？ 
食品大咖手机中私藏的神器，高效必备！ 
工作两三年，才明白做研发一定要牢记这６件事 
快，活捉这个万能的猪脚！工作两年什么都会，腻害啊 
员工参加培训的费用，企业能从他的工资里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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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671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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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G5HvgtJAEx04aTgZdZ3lug
https://mp.weixin.qq.com/s/Z5Nx4Ol0OrS_FQi_JE6jwQ
https://mp.weixin.qq.com/s/EkyFvQNjaRXaogfOy8kCYw
https://mp.weixin.qq.com/s/jcdIQU0fhWlTxxZBE3Auwg
https://mp.weixin.qq.com/s/_uX1mDcK52Qf55ZtMlX30g
https://mp.weixin.qq.com/s/HEuRqhAJ0KXtbRXqIQtgfQ
mailto:job1@foodmate.net
http://wpa.qq.com/msgrd?v=1&uin=3146711400&site=qq&menu=yes
http://wpa.qq.com/msgrd?v=1&uin=3146711400&site=qq&menu=yes
http://wpa.qq.com/msgrd?v=1&uin=3146711400&site=qq&menu=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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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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all.foodmate.net/
mailto:mall@foodmate.net
mailto:859605577@qq.com
http://mall.foodmat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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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息

及时、全面、精准著称，每天有数万人浏览各个板块的内容。 

 

欢迎大家浏览网站，需要广告合作或者其他业务合作，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食品伙伴网国际站：http://www.foodmate.com 

 

业务 QQ：781685533 

 

Email ：global@foodmate.com 

 

    联系电话：0535-2129197 

 

 

食品伙伴网国际站 Global Food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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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公告帖： 

2019 食品科技创新论坛邀您再约上海！  
【直播预告】关于“超高压灭菌技术在食品中的应用”，您想了解什么？期待您的反馈！  
【现场直播】食品标签不合格案例解析及食品投诉举报应对技巧交流会  
DRE 倾情回馈 , 液标“以旧换新”活动开始啦！  
 
本周求助帖： 

巧克力发证检验  
近期要办理 SC 许可，还给不给审核老师红包，求经验  
SC 有新标志嘛？  
同一个生产许可证号码可以生产多个类似产品吗？  
网购食品有异物  
进口食品需要外方企业提供哪些证书  
申请 SC，产品为复合调味料  
查询不到的企标标注即食违法吗  
被打假产品处理  
速冻青花菜属于农产品么  
食品包装配料上某一个配料标注了两次，这种风险多大呀？ 
为啥包装上既出现制造商又出现受委托商？  
卤猪蹄中加了这种产品，怎么标注比较好？  
出口企业内销需要 SC 证么  
亚洲薄荷素油中加入其他原料  
关于企业标准平台下载  
产品商标更改后，相应的企标需要修订还是变更  
馒头发瘪怎么办  
燕窝的化水与杀菌  
酒类容器的国家标准是什么，在哪个国家标准中有详细说明  
速冻水饺皮不添加添加剂，可以做到冻完无裂纹吗？  
求一种添加剂，效果是让糕点不爱碎，不掉渣  
哪些有毒有害物质容易作为添加剂被非法添加呢？  
急急急！国标菌落总数的问题 
请教各位老师关于沙门氏菌志贺氏菌的生化试验  
在 GB/T 601--2016 中氢氧化钠标液的配制与标定问题  
急，新成立的实验室，要申报食品理化检验指标有哪些？  
某检测项目，有 CNAS 能力，没有 CMA 能力，能出检测报告吗  
保健品批文评审已结束，始终没拿到批件，咋办？  
怎样制定原料标准，要参考什么标准吗？  
食品洁净车间有要求安装空气净化系统吗？  
外包装纸箱标注  

食品论坛热帖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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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5792-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242-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158-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443-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516-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411-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359-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350-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346-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326-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288-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203-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001-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5951-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5942-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5928-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5847-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5837-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433-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216-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5829-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508-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330-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051-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5831-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349-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5932-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200-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173-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282-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084-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083-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557-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260-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565-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345-1-1.html


本周讨论帖： 

猪猪面馆 2018 之二十六：388 分店来了个服务员是任性的亲戚  
这种面是否为手工面？  
上海公布食品药品严重违法人员名单，这 9 人上黑榜  
监管部门，你们需要加强点专业知识技能了  
标准之争：引起的赔偿  
带入原则被判不合格！怎么回事  
关于执行 14880 与 28050 时的疑惑  
经过卫生部门备案的食品企业标准是否就可以合法生产？  
食品生产中，可否在其他单位做一道工序？  
人参（人工种植）办理生产许可  
标签问题求教  
GB14881 一句关于检验的规定如何理解？  
蛋糕房使用的塑料手套要获得生产许可吗？  
有意思：法院判决依据可以自行理解？用于保健品生产原料  
食品生产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管是安监部门  
湖北法院：介绍原料保健特性，不违反食安法，不是特别强调  
散装食品如何标识才算正确  
方便食品中的酱包使用别家的，只在最后包装环节加入，属于生产行为么？  
“中国酸碱体质之父”公司官网关闭！！此前曾发公开信拟提告媒体  
警方回应“火锅中发现死老鼠”：顾客事先备好，已刑拘  
【2018 实验室】我的半年检验工作经历  
【2018 实验室 】+自信+肯定自己  
更新了下简历还被公司查看了  
分享我这几个月的实习感受  
给工作的上一任屁股擦不干净算能力问题吗  
我知道你不想跳槽，但你应该多去面试  
能被领导一直宠的人，一定有这几个本事  
科研类工作转品质管理专员不行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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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037-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567-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540-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522-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518-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506-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403-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251-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208-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161-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067-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061-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026-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5935-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5788-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5756-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093-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029-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214-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171-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298-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176-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388-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317-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292-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276-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6046-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0587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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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了活跃的食品交流社区－食品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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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各个方面。目前食品论坛注册会员已经超过 90 万人，讨论帖子数接近 1000 万，日发帖量在 4000 以上。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2014 年食品伙伴网开始在移动端布局，先后上线了食品论坛、食品资讯、GB2760、2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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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实验室、食品研发与生产等微信公众号，目前微信粉丝量已突破 20 万，日阅读次数达 30000 次。 
 
2004 年，创立了面向食品技术人员的网络刊物－“食品网刊”，每周发布，目前已经发布了六百多期，订阅人数

超过 50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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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析服务；标准法规动态咨询服务；食品专业翻译服务；行业培训会议服务；食品行业人才服务；食品科普视频制作服

务；为食品企业提供产品供应、招商、采购的电子商务服务等。 
 
食品伙伴网，网聚食品人。风雨十余载，我们以高科技为起点、以技术为核心、以强大的技术队伍为支撑，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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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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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化、差异化的服务。真诚期待与社会各界精诚合作，共同推动食品行业健康发展。 
 
详情登录 食品伙伴网 www.foodmate.net 
 
服务电话：0535-6730582 
 
传真：0535-2129828 
 
E-mail：foodmate@foodmate.net                                                   扫一扫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通世南路 229 号东和科技园西区                      快速关注食品伙伴网服务号                                                                                                                                                       

食品伙伴网  网聚食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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