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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包装饮用水中的铜绿假单胞菌 

食品伙伴网讯 近年来包装饮用水中铜绿假单胞菌污染问题逐步显现出来，成为公共卫生的重大隐患。对于包装饮

用水生产企业来说，了解铜绿假单胞菌的风险、来源途径、各国监管措施及企业如何应对极其重要。 

  

  1、行业现状 

  

  根据食品伙伴网食品抽检信息查询分析系统整理的国家及省级食品监管部门自 2015 年-2018年间关于包装饮用水

的抽检数据，共检出 5158批次不合格的包装饮用水，主要涉及微生物、质量指标、污染物限量、标签标示等方面，如

图 1 所示，微生物为主要不合格原因，占比高达 69.1%（3610 批次）。对微生物不合格项目进行统计分析，如图 2所示，

铜绿假单胞菌不合格率占比 74.0%（2819批次）。成为包装饮用水最突出的质量安全问题。 

 

  图 1. 包装饮用水中各指标的不合格率 

 

  图 2. 包装饮用水微生物指标不合格率 

  

  2、基本信息 

  

  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又称绿脓杆菌。在自然界中分布广泛，为土壤中存在的最常见的细菌之

一，存在于水、空气、正常人的皮肤、呼吸道和肠道等。铜绿假单胞菌存在的重要条件是潮湿的环境。对消毒剂、紫外

线等具有较强的抵抗力，对于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存在健康风险，容易引起急性肠道炎、脑膜炎、败血症和皮肤炎症等疾

病。 

  

  原国家卫生部发布的《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将其危害程度列为第三类。 

  

更多内容详见：包装饮用水中的铜绿假单胞菌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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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中国食品原料判定依据及方法 

食品伙伴网讯 食品伙伴网或食品论坛上经常接到网友咨询某物质是否有可食用的依据，那么，如何判定它能不

能食用？是否可以用作食品原料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查看该物质是否有传统食用习惯；是否是卫计委批准

的新食品原料、终止审查名单；是否在药食同源名单、保健食品原料名单等。下面详细介绍几种可参考的方法供大家

参考。 

  

  一、食品原料判定方法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食品原料，食品原料具备食品的特性，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且无毒、无害，对人体健康

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慢性或者其他潜在危害。目前我国可以用作食品原料的物质主要包括普通食品原料（包括

可食用的农副产品、取得 SC的加工食品）、新食品原料、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简称药食同源物质）、

保健食品原料、可用于食品的菌种、食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等。 

  

  食品原料看似简单，实际应用的时候却难以判断，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判定的依据： 

  

  1.普通食品原料：目前判断一种物质是否是食品原料我们可以查找已有食品标准、国家监管部门发布的函、公告

以及已有通用限量标准的分类目录中提到的物质；也可以查找该物质是否有传统食用习惯，传统食用习惯也可以作为

普通食品原料的判定依据，传统食用习惯是指在省辖区域内有 30年以上作为定型或非定型包装食品生产经营的历史，

且未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新食品原料：新食品原料是指在我国无传统食用习惯的以下产品：（一）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二）从动物、

植物和微生物中分离的成分；（三）原有结构发生改变的食品成分；（四）其他新研制的食品原料。 

  

  新食品原料主要是由国家卫计委公告发布，公告中还规定了相应的规格要求以及使用限制等。为方便查询已经批

准的新食品原料，食品伙伴网对新食品原料名单进行汇总，并创建新食品原料信息数据库，查询链接：http://db.foo

dmate.net/xinziyuan/。 

  

  终止审查的新食品原料名单在国家卫健委监督中心网站发布，终止审查的原料分为三种情况，（1）经审核为普通

食品或与普通食品具有实质等同的；（2）与已公告的新食品原料具有实质等同的，（3）其他终止审查的情况（例如

已有国家标准的食品原料，或有传统食用习惯的产品等）；查询链接：https://slps.wsjd.gov.cn/xwfb/gzcx/PassFi

leQuery.jsp。 

  

  3.药食同源、保健食品原料：由《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卫法监发[2002]51号）做

出规定，该文件包含三个附录，分别是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质名单、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 

  

  其中药食同源中的物质可以用做普通食品原料，保健食品原料只能用于保健食品不能用于普通食品。 

  

  此外，2016 年年底原食药总局还公布了第一批保健食品原料目录。 

  

  4.食品菌种：其中可用于普通食品和婴幼儿食品的菌种由卫健委公告发布，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真菌菌种名单由原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 

  

  更多内容详见：中国食品原料判定依据及方法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3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80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6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23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7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17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0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19/06/521894.html


中国食品 
“永和豆浆”遭遇商标侵权？ 

这个案件很有意思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下称海淀法院）针对原告上海弘奇永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永和公司）诉被

告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三快公司）、侯马市紫金山北街逸香缘饭店（下称逸香缘饭店）侵犯商标权纠纷一案

作出一审判决，判令逸香缘饭店停止侵权并赔偿永和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3.3万元。 

  

  永和公司诉称，其经授权获得第 9862735号“永和豆浆”图文商标（下称涉案商标）独占使用权，逸香缘饭店未

经许可，擅自在其经营的“永和豆浆”餐馆（下称涉案餐馆）突出使用涉案商标中的“永和豆浆”的字样，并且在三

快公司运营的美团网中查询到名称为“永和豆浆”的逸香缘饭店相关信息，侵犯了永和公司的商标权，故诉至法院，

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 15万元。 

  

  三快公司辩称，美团网中的信息系商户自行提供，其作为平台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逸香缘饭店认为，其使用“永

和豆浆”具有合理理由；且豆浆是商品通用名称，永和是地名，永和公司无权禁止他人使用。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永和公司对涉案商标享有商标专用权及相应维权权利。在该案中，“豆浆”确为通用名称，

“永和”是县级行政区划的地名，永和公司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但是，逸香缘饭店在门头和餐具等处使用与涉案

商标字体相同的“永和豆浆”字样并非标识黄豆来源所必须，加之逸香缘饭店还在餐具中使用与涉案商标近似的图案，

故其对“永和豆浆”的使用并不构成正当使用。据此，海淀法院作出了上述判决。截至发稿时，该案仍处于上诉期内。 

 

  点评 

  

  在该案中，逸香缘饭店在与涉案商标核准注册类别相同的餐饮服务中，在门头、餐具等多处使用“永和豆浆”字

样及与涉案商标中图案近似的图形，易使公众产生混淆，违反了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构成商标侵权。根

据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永和公司无权禁止他人对涉案商标中作为通用名称的“豆浆”和作为县级行政区

划地名的“永和”的正当使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对永和公司享有权利的涉案商标不进行任何避让地随意使用。 

 

 

 

 

 

 

 

 

 

 

 

 

 

 

 

 

 

 
 

文章来源：中国知识产权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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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商务部公布最新直销登记名单：雅芳直销

产品锐减 
权健、华林酸碱平直销产品和直销员归零！按照相关法规政策规定，6月 11日，商务部直销行业管理信息系统更

新了直销企业的直销产品和直销培训员复核登记信息。商务部 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直销行业直销备案产品复核

后数量几近腰斩，而据业内人士分析，以产品为支撑的直销行业，没有了备案产品，企业将面临巨大挑战。 

  

  平直销产品和直销员归零 

  

  北京商报记者通过查询商务部直销行业管理信息系统了解到，此前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有包括北京、

山东、江苏等地的 10家分支机构，长沙、常德、杭州、天津等 23个服务网点，共 3类 40种直销产品以及 8名直销培

训员。而系统更新后，权健分支机构和服务网点信息未变动，直销产品及直销员数量均已归零。 

  

  同时，河北华林酸碱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则有 5家分支机构，37个服务网点，这两类信息未变化，而直销产品由

1 类 8种归零，此前的 1名在册直销培训员也被注销。 

  

  “产品是企业生存的核心因素之一，企业直销产品和直销培训员归零，意味着两家企业已经没有产品可对外销售，

也意味着两家企业已经名存实亡。”中国食品行业分析师朱丹蓬向北京商报记者分析道。 

  

  据商务部昨日透露，直销备案产品复核前（2018 年 12月底）数量 4304种，复核后减少 1917种，减少 44.5%；直

销培训员复核前数量 2935人，复核后减少 478人，减少 16.3%；直销员复核前数量 391.8 万人，复核后减少 65.1万人，

减少 16.6%。 

  

  直销品类削减不一 

  

  记者了解到，在直销产品和直销培训员数量方面，雅芳（中国）、完美（中国）、玫琳凯、天狮等多家企业均不

同幅度缩水。其中，直销产品方面，雅芳（中国）由此前的 3类 681种缩减至 2类 18种，完美（中国）由 4类 130种

缩减至 4类 96种，玫琳凯则由 3类 242 缩至 2类 107种，天狮由 3类 75种缩减至 1类 26种；在直销培训员上，除雅

芳（中国）本就为零外，完美（中国）、玫琳凯、天狮分别注销 40人、59人和 26人。 

  

  目前来看，系统备案登记的直销品类上，完美（中国）包含化妆品、保健食品、保洁用品和小型厨具，而雅芳（中

国）可销售保健食品和化妆品两类，天狮此前备案的直销品类包括化妆品和保健食品两类，而系统最新的信息显示，

天狮只备案登记了保健食品，已不包含化妆品类，这意味着今后天狮只能销售保健食品而不能销售化妆品。 

  

  为了解权健、华林酸碱平、天狮等公司目前在售品类详情，三家公司在企业工商信用平台登记的电话均无法接通

或已为空号，北京商报记者访问权健官网时，页面显示“该内容被禁止访问”。而截至发稿时间，华林酸碱平官网则

并未按照商务部规定，在其直销信息披露网站下架所有直销产品，并删除仅有的一名直销培训员的信息。 

  

  曾经做过两年权健直销员的刘女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听说束昱辉被捕后，她身边很多直销员都已慢慢抽身出来。

“现在肯定是做不了了啊，大老板都被抓了谁还敢做（直销员）？”刘女士表示。 

  

  更多内容详见：商务部公布最新直销登记名单：雅芳直销产品锐减 

  

 

  
                     文章来源：北京商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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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后厨藏着怎样的秘密？--北京致美斋饭庄

打工记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餐饮服务明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后，不少餐饮企业的态度比较积极，但也有少数

饭店私下表示，“不执行明厨亮灶”“后厨怎能让人看呢？” 

  

  记者了解到，除了成本考虑外，有一些餐饮企业可能嫌麻烦，但也有个别企业恐怕其后厨有不可示人的秘密。 

  

  记者随机选择了一家未执行明厨亮灶的北京致美斋饭庄（白广路店），前去应聘，实地调查后发现，即便是老品

牌，其后厨的卫生环境也让人吃惊。 

  

  ——人员：员工招聘“零门槛”，无需健康证 

  

  5月 23日，记者来到致美斋饭庄应聘。在未出示健康证和其他有效证件的情况下，饭店总经理陈某当即同意记者

入职。记者还未进行培训和个人卫生消毒，便被领班王某安排传菜工作。 

  

  按照食品安全法等法规要求，食品餐饮从业者均需持有健康证，食品经营者应具有相应的消毒、防蝇的设备或者

设施。 

  

  工作中，记者未在饭庄内看到任何消毒装置，全程也无人手部消毒。 

  

  对于是否需办健康证等问题，该饭店大多数员工表示“不清楚”“没有办”。 

  

  ——前后厅：仓库脏乱差，消毒不彻底，苍蝇常见，缺斤少两 

  

  入职当天，记者在饭店三楼看到，摆放餐具的仓库同时被安排为员工的更衣室。员工的衣物和蒙尘的餐具一同被

随意摆放在储物架上。 

  

  对于餐具的清理，记者发现店内所用筷子和杯子反复用同一块口布擦拭。筷子洗后放到口布上翻滚几下就算完事。

领班提醒记者“一楼大厅的杯子简单擦干就行，没有二楼要求那么高。” 

  

  记者了解到，在二楼雅间，杯具清洁的“高要求”仅仅是指在杯壁上看不到水渍的痕迹。记者询问口布是否卫生

时，领班说：“那你来洗。” 

  

  餐厅里有不少苍蝇，有时还会飞到菜里。记者注意到，许多消费者曾就“餐厅内飞虫太多”向领班投诉，但店内

未见有害生物消杀记录。 

  

  记者曾亲眼看到让人啼笑皆非的一幕：顾客正在就餐时，一只苍蝇也不畏菜烫，突然“空降”在菜上。顾客惊叫

喊来服务员，让把菜端走。就在服务员端菜时，那只苍蝇又满血复活，“嗖”地飞走了。 

  

  记者还曾多次参与“称鱼”工作。但领班要求，称完后告知顾客时要“加上二两”。 

 

    更多内容详见：后厨藏着怎样的秘密？——北京致美斋饭庄打工记 
 

  

  文章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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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2018 年度检验检测 

服务业统计结果 
市场监管总局于 2019 年 3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 2018 年度检验检测服务业统计工作。统计结果表明，我国

检验检测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科研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但“小、散、弱”的基本面貌仍未改变。 

  

  一、检验检测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截至 2018年底，我国共有检验检测机构 39472家，较 2017年增长 8.66%，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2810.5亿元，较 2

017 年增长 18.21%。从业人员 117.43万人，较上年增长 4.91%；共拥有各类仪器设备 633.77万台套，较上年增长 10.

1%；仪器设备资产原值 3195.54亿元，较上年增长 11.29%。2018年共出具检验检测报告 4.28亿份，同比增长 13.83%，

平均每天对社会出具各类报告 117.26万份。检验检测机构数量及检验检测市场规模保持同步增长。此外，从户均产

值、人均产值、户均出具检验检测报告数量等数据来看，2018 年我国检验检测行业整体发展形势良好，较 2017年有

明显提升。 

  

  二、检验检测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一）事业单位制检验检测机构占机构总量的比重首次下降到 30%以下。2018 年，我国企业制的检验检测机构 2

6000家，占机构总量的 65.87%；事业单位制 10924家，占机构总量的 27.68%，事业单位制检验检测机构占机构总量

的比重首次下降到 30%以下。近 5年，我国事业单位制检验检测机构的比重分别为 40.6%、38.1%、34.54%、31.30%和

27.68%，呈现明显的逐年下降趋势。但是，事业单位制检验检测机构的绝对数量并无明显下降，仍然维持在 1.1万家

左右，表明检验检测领域的事业单位改革进展缓慢。 

  

  （二）检验检测机构集约化发展势头显著，规模以上机构数量稳步增长。2018年，全国检验检测服务业中，规模

以上（年收入 1000万元以上）检验检测机构数量达到 5051 家，营业收入达到 2148.8亿元。规模以上检验检测机构

数量仅占全行业的 12.8%，但营业收入占比达到 76.5%，规模效应十分显著。目前，全国检验检测机构 2018年年度营

业收入 5亿元以上机构有 37家，比 2017年多 10家；收入 1亿元以上机构有 354家，比 2017 年多 60家；收入 5000

万元以上机构有 899家，比 2017 年多 158 家。近两年，规模以上检验检测机构年均增幅超过 12%，年度营业收入平均

值达到 4254 万元，人均年产值达到 46.5万元，接近外资检验检测机构的人均产值水平。表明在政府和市场双重推动

之下，一大批规模大、水平高、能力强的中国检验检测品牌正在快速形成，检验检测机构集约化发展取得成效。截至

2018年底，全国检验检测服务业上市企业数量 97家，同比去年增长 12.79%，检验检测行业进入资本市场的速度进一

步加快。 

  

  （三）民营检验检测机构继续快速发展。截止 2018年底，全国取得资质认定的民营检验检测机构共 19231家，

较 2017 年同比增长 15.43%。近 5年，民营检验检测机构数量占机构总量的比重持续上升，分别为 31.59%、40.16%、

42.92%、45.86%，48.72%，即将超过半数，预示着我国检验检测市场的格局将进一步发生结构性改变。2018 年民营检

验检测机构全年取得营收 929.28 亿元，较 2017 年同比增长 33.56%，高于全国检验检测行业 18.21%的平均年增长率。 

  

  （四）外资检验检测机构发展平稳。2018 年，全国共有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的外资企业 336 家，比

2017 年增长 11.63%；从业人员为 3.67 万人，比 2017 年减少 7.09%；实现营业收入 200.7 亿元，比 2017年增长

0.67%。 

  

更多内容详见：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2018年度检验检测服务业统计结果 

 
文章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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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继“喜茶”之后，“奈雪的茶”遇突查，

结果发现…… 
前有奶茶“大佬”喜茶被曝卫生问题，喊冤式道歉惹争议。近日，深圳市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也对深圳“网

红”茶饮店——“奈雪的茶”进行了突击检查。在被检查的深圳市福田区卓悦汇商场内的奈雪的茶门店中，执法队员

发现，该店操作台区域有员工未按规定佩戴口罩，门店后厨有食品储存柜的玻璃门存在故障无法锁闭的情况。执法队

员表示，该店整体上符合餐饮操作规范，对于上述违规行为对门店提出了整改要求，并要求店方每天做好食品安全监

管工作。 

  

  在突击检查中，执法队员发现，由于该店制作茶饮的操作台正对店门，属于半开放区域，与该店收银台处于同一

空间，而负责收银的工作人员并未佩戴口罩。执法人员介绍，根据 2018年 11月 1日施行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

规范》规定，餐饮员工在操作是必须佩戴口罩。对此，执法队员也现场要求立即整改，要求店长每天做好食品安全监

管工作。 

  

  同时，记者在现场也看到，在该店茶饮制作台区域的员工均未佩戴手套，这样的“徒手”摇茶符合餐饮操作规范

吗？执法队员介绍，依据《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规定，餐饮员工可以在手部消毒后，不戴手套操作，“只要

保证手部清洁，是符合要求的”。 

  

  此外，在对该店后厨的检查中，执法队员也发现，有一用来存放面包成品的储藏柜，玻璃柜门存在无法完全锁闭

的情况。执法人员表示，如果食品长期存放在无法闭合的储藏柜内，很容易在高温情况下变质，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对此，执法队员也提醒店方要更加注意食品制作过程中的卫生细节，确保食品卫生安全。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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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再见了“国酒茅台”！ 

商标争夺长达 17年 将影响 285家公司 
6月 12日，茅台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李保芳表示，“国酒茅台”商标将于 6月 30日前停用，目

前已聘请国际顶级咨询公司策划新的产品宣传方案。 

  

  茅台一直极具“国酒”情结，自 2001 年 9月起，茅台集团在 17年间，提交“国酒茅台”的商标申请多达 11次，

均以失败告终。 

  

  虽然，商标注册失败，但茅台及相关方早已将自身与“国酒”深度绑定，茅台及其关联方有 285家公司名称直接

包含“国酒茅台”。此外，茅台积极利用广告、社交等各种场合推销“国酒茅台”概念，茅台逐渐在国人心目中成为

国酒第一，茅台业绩水涨船高，成为最赚钱白酒。 

  

  “国酒茅台”商标停用后，对公司影响多大？对此，茅台客服人员向南都记者表示，自己并不清楚。 

  

  引发数十家酒企混战“国酒” 

  

  根据中国商标网，早在 2001 年 9月，茅台集团即向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提交“国酒茅台”商标申请，很快引发

酒企“国酒”之争。此后 17年间，茅台集团提交“国酒茅台”的商标申请多达 11次，均以失败告终。 

  

  2012年 7月，中国商标网公布了茅台酒“国酒”的初审公告。随即是三个月公示期，等待各方异议。这是茅台最

接近成功的一次。 

  

  茅台的“国酒”申请很快引发酒企的集体反对。《京华时报》当时报道，在 3个月公示期内，商标局共收到 95

份异议书。 

  

  其中，五粮液、汾酒、郎酒等白酒企业认为，“国酒茅台”其文字部分含有“国酒”，违反《商标法》十条一款

七项，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是该条款的核心。 

  

  最终，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国酒”带有“国内最好的酒”、“国家级酒”的质量评价含义，茅台集团提交的

在案证据并不能证明“国酒”具有其他更强的含义，若该文字成为茅台集团注册商标的组成部分独占使用，易对市场

公平竞争秩序产生负面影响，故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违反了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决定不予核准注册。 

  

  在反对茅台注册“国酒”的同时，其他酒企也纷纷申请注册“国酒”商标，如汾酒和五粮液提出“国酒汾酒”、

“国酒五粮液”的商标申请，也被驳回。 

  

  “国酒”战略助力茅台超越五粮液 

  

  虽然未能成功申请“国酒茅台”商标，但并未影响茅台将自身 “国酒”捆绑。 

  

  事实上，早在 1999年，茅台经销商山东省聊城市国信酒业有限公司湘泉系列酒销售分公司即更名山东省聊城市

国信酒业有限公司国酒茅台专卖店，将“茅台”与“国酒”进行绑定。 

  

    更多内容详见：再见了“国酒茅台”！商标争夺长达 17年 将影响 285家公司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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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套牌的进口葡萄酒公然在抖音平台销售！

是谁给了假酒可乘之机？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先后进行了多次投诉举报了。但是因为各种原因，相关部门都不予受理。该去的地方

都去了，现在只恳求媒体可以进行帮忙曝光。” 

  

  6月 3日，上海一家进出口国际贸易公司负责人向《中国食品安全网》记者求助称：在网络平台（抖音和拼多多）

发现，其公司在 2015 年时进口的三款葡萄酒，分别是：盛卡堡酒庄干红葡萄酒、盛卡堡酒庄干红葡萄酒 chant à bo

rd 2款，盛卡堡干红葡萄酒 1款被套牌。 

 

  图片|进出口国际贸易公司负责人提供 

  

  其中，台州莱锦广告有限公司套牌的是其公司在 2015 年时进口的一款盛卡堡酒庄干红葡萄酒在抖音上进行售卖，

烟台龙口市辉腾商贸有限公司套牌的是公司在 2015年时进口的两款盛卡堡酒庄干红葡萄酒分别是：盛卡堡酒庄干红

葡萄酒 chant à bord 、盛卡堡干红葡萄酒。 

  

  视频内容 

  

  对此，该进出口国际贸易公司负责人向《中国食品安全网》记者，提供了两段关于台州莱锦广告有限公司仓库的

发货视频，并表示，视频里的葡萄酒套牌了其公司的以上三款葡萄酒。 

  

  而据进出口国际贸易公司负责人介绍，此视频来自抖音及销售假冒葡萄酒销售商的微信朋友圈。 

  

  视频一中《中国食品安全网》记者看到，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装卸货物。其中还有解说人员说道：“下货啦，这边

下货，这边发货。”仓库门口停着一辆运送货物的京东物流货车。 

  

  视频二中，部分工作人员正在现场有序的贴着快递标签单，仅从视频中看，发货量的确很大。 

  

  该进出口国际贸易公司负责人向《中国食品安全网》记者叙述中，情绪略微激动，她表示：“视频中整箱、整箱

的葡萄酒正是盛卡堡干红葡萄酒，这款葡萄酒进口日期 2015年 9月 5日，共计 3300瓶，550箱。视频中的不止 550

箱。怎么可能有这么多？” 

 

    更多内容详见：套牌的进口葡萄酒公然在抖音平台销售！是谁给了假酒可乘之机？ 

 

文章来源：中国食品安全网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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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成功研制预防非洲猪瘟注射剂？ 

海南农业农村厅：未发布相关公告 
6月 12日下午，南海网发布的一则题为《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成功研制出预防非洲猪瘟病毒注射剂》的新闻引发

广泛关注。6月 12日下午约 17时 30分，《华夏时报》记者联系到海南省农业农村厅，一位负责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

人员向记者否认了该厅曾发布相关公告，“这个事刚刚我请示过领导，领导说我们没有发布这个公告。” 

  

  上述报道称，6月 12日下午三时，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公告称，海南南药研究团队经对多种热带植物进行筛选，

从中分离出预防非洲猪瘟病毒感染的复方成分，组方制成注射剂，用于预防非洲猪瘟病毒感染，经临床试验，显示出

一定的预防效果。 

  

  报道还披露了落款为“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的公告全文，公告称，“海南南药研究团队在省农业农村厅的支持下，

对多种热带植物进行筛选，从中分离出预防非洲猪瘟病毒感染的复方成分，组方制成今珠多糖注射剂，用于预防非洲

猪瘟病毒感染。经初步临床试验，显示出一定的预防效果。此后将对更多的样本、不同地区的感染程度、可能出现的

病毒变异对预防作用的影响、预防维持时间、药物安全性、稳定性、性价比、原料资源情况及产业化的可行性等深入

研究论证。有关研究进展情况，将由相关部门及时公布。” 

 
  6月 12日下午，《华夏时报》记者多次查阅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网站，未发现相关公告。不过，17时 02分，海南

省农业农村厅发布了一份《海南省防控非洲猪瘟指挥部办公室关于非洲猪瘟防控期间规范我省生猪及生猪产品出岛调

运监管工作的通知》，称为有效缓解当前规模养殖场压栏问题，推动生猪及生猪产品规范有序调运，根据相关规定，

就进一步做好生猪及生猪产品出岛调运监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 

  

  非洲猪瘟是由非洲猪瘟病毒感染家猪和各种野猪引起的一种急性、出血性、烈性传染病。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将其

列为法定报告动物疫病，该病也是我国重点防范的一类动物疫情。2007年以来，非洲猪瘟在全球多个国家出现、流行，

成为一个重大的全球性难题。 

  

  庆幸的是，非洲猪瘟对人体不造成重大威胁。此前，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在接受《华

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非洲猪瘟病毒是传猪不传人的，它不是一个人猪共患的疾病。各大权威机构都已明确地指

出，非洲猪瘟病毒对人不具有感染性。 

  

    更多内容详见：成功研制预防非洲猪瘟注射剂？海南农业农村厅：未发布相关公告 

文章来源：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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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 25批次食品不合格 

情况的通告〔2019年第 20号〕 
    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产品抽检结果可查询 http://sac.nifdc.org.cn/），发现食用油、

油脂及其制品，蜂产品，食用农产品 3类食品 25批次样品不合格，涉及生物毒素、农兽药残留、微生物、重金属等

问题。现将具体情况通告如下： 

  

  一、生物毒素问题 

  

  京东第一店官方旗舰店（经营者为山东百食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在京东商城（网店）销售的、标称山东百食佳

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头道压榨一级花生油，经武汉食品化妆品检验所检验发现，其中黄曲霉毒素 B1不符合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山东百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对检验结果提出异议，并申请复检；经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复

检后，维持初检结论。 

  

  二、农兽药残留问题 

  

  （一）一号店蜜蜂的故事食品官方旗舰店（经营者为浙江省宁波江北跃洲贸易有限公司）在一号店（网店）销售

的、标称黑龙江省镜泊蜂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土蜂蜜，诺氟沙星、嗜渗酵母计数和菌落总数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

定。检验机构为国家肉类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二）福事多京东自营旗舰店（经营者为天津瑞佳讯贸易有限公司）在京东商城（网店）销售的、标称浙江一派

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黑蜂乳蜜，经国家肉类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发现，其中诺氟沙星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规定。浙江一派食品有限公司对检验结果提出异议，并申请复检；经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复检后，维持初

检结论。 

  

  （三）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艳梅鲜肉经营部销售的、来自云南神农肉业食品有限公司的猪肝，五氯酚酸钠（以五

氯酚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成都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四）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新公园路集贸市场熊林华摊位销售的黑鱼（淡水鱼），氧氟沙星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 

  

  （五）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乐村路 6号富德海鲜批发交易市场夜市区 84号（经营者：黄金木）销售的

基围虾，呋喃唑酮代谢物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食品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六）海南省海口美兰张莉水产品行销售的黄骨鱼，孔雀石绿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国家糖

业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七）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屏山镇小陈水产品经营店销售的裸斑鱼，地西泮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

构为成都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八）河南省郑州高新区伊发牛羊肉店销售的牛肉，克伦特罗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国家食

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更多内容详见：市场监管总局关于 25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19年第 20号〕 

 
文章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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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关于印发 2019 年

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及相关部门： 

  

  《2019 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 

  

  2019年 5月 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2019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 

  

  做好 2019年食品安全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中发〔2019〕17号），

围绕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开展食品安全放心工程建设攻坚行动，推动提升食品全链条质量安全保障水平，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现就 2019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作出如下安排： 

  

  1.实施风险评估和标准制定专项行动。完善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制度，组建新一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评审委员会。

制修订一批产业发展和监管急需的食品安全基础标准、产品标准、配套检验方法标准。加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宣贯培

训、跟踪评价。（卫生健康委负责）制定农药残留限量标准 1000项、兽药残留标准 100项，修订猪肉水分限量国家

标准。（农业农村部负责）加强小麦、小麦粉、大豆等粮油标准制修订。（粮食和储备局负责）加强食品安全风险监

测评估，推进部门间、地区间风险监测信息共享，提升地方风险评估能力。（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

市场监管总局、粮食和储备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强化农产品生产基地、产地运输车、暂养池、屠宰场等环节监测抽检

力度，开展畜禽产品水产品中环境污染物、粮油作物产品生物毒素等安全风险评估。（农业农村部负责）开展食用林

产品及产地环境风险监测。（林草局负责） 

  

  2.实施农药兽药使用减量和产地环境净化行动。推进农业绿色生产和节肥节药，抓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严格

农药兽药准入管理，督促落实安全间隔期和休药期制度。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水产养殖用药减量行动、兽药

抗菌药治理行动，遏制农药兽药残留超标问题。重点整治蛋禽违规用药、牛羊肉“瘦肉精”、生猪屠宰注药注水、水

产养殖非法添加、农药隐形添加等违法违规行为。按照 5年内分期分批淘汰现存的 10种高毒农药的目标要求，开展

高毒高风险农药淘汰工作。（农业农村部负责）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强化耕地土壤风险管控与修复。开展涉重金

属重点行业企业排查整治，防止重金属等污染物进入农田。（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3.实施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提升行动。鼓励乳制品生产企业建设自控奶源基地，提升婴幼儿配方乳粉的品质、竞

争力和美誉度。（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扩大婴幼儿配方乳粉

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试点范围。（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启动新一轮婴幼儿配方乳粉生

产企业质量控制体系“三年全覆盖”检查，年内完成检查总数的三分之一。督促企业监测上市产品质量安全状况，主

动报告风险，婴幼儿配方乳粉和辅助食品生产企业自查率达到 100%。（市场监管总局负责） 

  

  更多内容详见：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关于印发 2019 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 【答记者问】 

 
 

    文章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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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征求《保健食品卫生学 

理化检验规范（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为有序加快推进《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制修订工作，遵循“基础通用优先，成熟内容优先”的原则，

《保健食品毒理学评价程序（征求意见稿）》、《保健食品用菌种致病性评价程序（征求意见稿）》已于 2019年 4

月 4日对外征求意见。 

  

  根据上述工作原则，现公开向社会征求《保健食品卫生学理化检验规范（征求意见稿）》意见和建议。欢迎相关

单位和个人提出意见和建议，并请于 2019 年 7月 10日前，将《意见反馈表》（附件 2）通过电子邮件反馈至 ningxi

ao@nifdc.org.cn。 

  

  附件：   1.《保健食品卫生学理化检验规范（征求意见稿）》.doc 

  

     2.意见反馈表.docx 

  

  市场监管总局 

  

  2019年 6月 13日 

 

 

 

 

 

 

 
 
 
 
 
 
 
 
 
 
 
 
 
 
 
 
 
 
 
 
 

文章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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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卫

办食品函〔2019〕55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为进一步规范食品安全标准管理，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现就做好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以下简称地方标准）

管理、开展地方标准清理等工作通知如下： 

  

  一、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 

  

  （一）工作职责。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制定、公布地方标准，负责地方标准的立项、制定、修订、公布，

开展标准宣传、跟踪评价、清理和咨询等。各地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组织制定、修订地方标准，对标准的安全性、实

用性负责。 

  

  国家卫生健康委委托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以下简称食品评估中心）承担地方标准备案工作，包括食品安

全地方标准备案信息系统（以下简称备案系统）建设和维护。 

  

  （二）地方标准涵盖范围。地方特色食品，指在部分地域有 30年以上传统食用习惯的食品，包括地方特有的食

品原料和采用传统工艺生产的、涉及的食品安全指标或要求现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不能覆盖的食品。地方标准包括地

方特色食品的食品安全要求、与地方特色食品的标准配套的检验方法与规程、与地方特色食品配套的生产经营过程卫

生要求等。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括通用标准）已经涵盖的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保健食品、食

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农药兽药残留、列入国家药典的物质（列入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目录的除外）

等不得制定地方标准。地方标准不得与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相矛盾。各省份要根据国家要求和地方标准实

际，及时清理、整合、修订或废止地方标准。 

  

  （三）地方标准编号。地方标准编号由代号、顺序号和年代号三部分组成。代号由字母“DBS”加上省、自治区、

直辖市行政区划代码前两位数加斜线组成，标准顺序号与年代号之间的连接号为“-”字线。 

  

  （四）地方标准备案流程。地方标准公布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向食品评估中心正式提交备案材料，包括地方标

准发布公告、标准文本、编制说明〔其中地方特色食品原料类应当包括：基本信息、成分分析结果（包括检测方法、

检测值和检测限）或有关含量分析的科学文献、毒理学资料、食用和使用情况、生产工艺资料、卫生学检测报告以及

其他有助于证明安全性的资料（包括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对该原料的安全性评估资料等）〕。同时在备案系统（http:

//dfbz.cfsa.net.cn）提交备案材料电子版。 

  

  食品评估中心根据需要组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专家对备案的地方标准进行研究，未发现与法律、法规

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矛盾等问题的，在备案系统公布备案信息（包括地方标准目录、标准文本）；发现问题的，及时

反馈相关省份。 

  

    更多内容详见：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卫办食品函〔2

019〕556号） 

      文章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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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特朗普拟对法国葡萄酒加征关税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 6月 10日暗示美国可能对法国葡萄酒征收更多关税，他认为美国葡萄酒遭受了

不公正的竞争。 

  

  特朗普对 CNBC电视台宣布：“法国对葡萄酒征收很多税，我们对法国葡萄酒征税不多”。“法国葡萄酒非常好。

美国允许法国葡萄酒进口，几乎不征税”。他说：“这不公平，我们将做一些事情（重新恢复平衡）”。 

  

  去年 11月，特朗普在“推特”上针对马克龙发帖时曾指责法国和美国之间在葡萄产品方面贸易不平衡：“美国

想在法国出售美国葡萄酒，法国使得事情非常难办，而且对美国葡萄酒征收重重的关税。美国却让法国葡萄酒的事情

容易做，而且只收取很低的关税。这不公平，必须改变！” 

  

  目前美国与欧盟为了制定贸易协议在谈判中。欧盟不想把葡萄酒产业纳入协议范围。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发出了

这些新的评论。 

  

  由于法国是欧盟成员国，法国自己不制定进口产品的征税率。 

  

  在关税价码上确实存在不公平的情况。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美国对每瓶葡萄酒按葡萄酒的性质与酒精

浓度征收 5.3至 14.9 美分的税。欧盟则征收 11至 29美分的税。然而，欧盟市场对美国葡萄酒大大开放。自 2007年

至 2018 年，法国进口的美国葡萄酒增加了 200%。美国产品出口的最大市场是欧盟。与此相反，美国市场并不像表面

那样开放。美国承认注册商标，但不承认原产地命名，这对法国产品构成了障碍。 

  

  另外，提到科技巨头时，特朗普认为“在欧洲联盟内部负责税务的那个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要憎恨美国”。

他提到欧盟冀望对“脸书”、谷歌及其他数字科技企业征收互联网巨头税时强调：“每周都见到他们攻击脸书、苹果

和高科技产业中所有这些美国企业”，他们不再根据这些企业的设立地点亦即办公地点，而是根据营业收入记录地点

索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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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俄罗斯拟立法禁止销毁可用的违法食品  

    食品伙伴网讯 俄罗斯塔斯社 11日报道，为相应总统要求，俄罗斯消费者权益保护和社会福利监督局（Rospotre

bnadzor）专家近日提交有关立法禁止销毁可用违法食品的提案。 

  

    提案称：制定禁止销毁适合人类食用但不符合技术法规要求的食品的法律法规是必要的，此类食品可用于生产动

物饲料、生物技术工程中的基质制造及作为生物能源中的气体来源。 

  

    该部还强调，若有意对该提案发表意见及建议，需提前了解 Rospotrebnadzor如何处理此类产品的建议及其对食

品适用性的参数评估数据。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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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美国食药局： 

食品“最佳使用日期”或有误导性   
    中新网 6月 10日电 据美国《星岛日报》报道，食品包装上所注明的“最佳使用日期”是不少民众评估和权衡食

品质量及可食用性的标准。但这一标准在近日却遭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驳斥：该日期仅指食品质量

是否最佳，若存储得当不必太过在意标注日期。 

  

  报道称，企业通常会根据各自的理解和诸多原因对食品的使用日期进行标注。最常见的是希望通过所标注日期告

知消费者和零售商，该产品可保留最佳质量和口感的时间。 

  

  FDA食品安全高级顾问凯文·史密斯表示，包装袋上的“最佳使用日期”仅与产品质量有关，但以此来推测该食

物不再能食用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他建议消费者定期对厨房柜橱或储藏室内超过了“最佳使用日期”的食物进行检查，确认其质量是否依然可用。

若食物出现明显的色泽、粘稠度及质地的变化，则尽量避免食用。 

  

  为减少食物浪费，FDA建议：冷藏已削皮的水果或已处理的蔬菜，从而来确保其新鲜及可食用性；避免大量购买

和冲动消费，尤其是保质期有限的农产品和乳制品；外出就餐时，如果不太饿，避免过量点餐，如有剩下，则将其带

回家，确保 2小时内得以冷藏或冷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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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越南 16家企业因违反食品卫生安全规定被

罚款 
    食品伙伴网讯 越南何静省食品卫生安全部检查队在 2019年 4月 22日至 2019年 5月 15日对 48家食品生产、销

售企业及餐厅进行检查。 

 

    此次检查的不合格产品主要涉及肉制品和甜品。不合格原因主要包括：使用来历不明的原材料；某些原料已经过

期；混合保管熟食和生肉品。 

  

具体信息如下： 

 

    2019年 4月 22日至 2019 年 5月 15日，食品卫生安全部检查队发现 16家违反食品安全规定的企业，针对上述违

反行为，食品安全部分别给予相应的罚款。据悉，此次不合规企业共被罚款超过 5千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 16716元），

不合格食品全部被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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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4家白俄乳制品生产商扩大对华出口 

产品品类  
   食品伙伴网讯 据白俄罗斯 Belta新闻 11日消息 白俄罗斯驻中国大使基里尔鲁迪、农业食品部副部长兼兽医和

食品监督司司长伊万斯·米尔金亚基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副局长王林军举行会谈期间达成了扩大白俄乳制

品品类输华的协议。 

  

    会谈期间，中白相关部门领导人就白俄罗斯货物进入中国市场进行了广泛讨论并就 4家白俄乳制品生产企业扩

大对华出口品类的认证达成共识，经认证的白俄罗斯乳制品生产商的名单将会在中国海关总署网站中公布。 

  

    这 4家白俄乳制品生产企业名称及可输华的产品名单包括：奶山有限公司和 Bobruisk乳制品厂可向中国出口灭

菌乳，Nesvizh婴儿食品厂 和 Sluysk 奶酪制造厂的 Soligorsk分公司可向中国供应巴氏杀菌乳。 

  

    目前，白俄罗斯国家馆已在中国宁波建成举行了开幕仪式：旨在普及白俄文化，推介白俄商品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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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首个世界食品安全日来临 联合国机构

呼吁确保食品安全 
    今年的 6月 7日是首个世界食品安全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当天在总部罗马呼吁人们积极参与世界各地的线上和

线下活动，加强对食品安全的关注。 

  

  今年世界食品安全日的主题是“食品安全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若泽·格拉齐亚诺·达

席尔瓦说：“无论你是农民、农场供应商、食品加工商、运输商、营销商还是消费者，食品安全都与你息息相关。

没有食品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 

  

  “不安全的食品每年导致约 42万人死亡，而这些死亡完全可以避免。”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世界食品安

全日的设立可提高政府、生产者、操作者和消费者对不安全食品的危害的认识。“在食物从农场生产到放入餐盘的

过程中，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为确保食品安全尽一份力。”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负责领导促进世界各地的食品安全工作。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强调，确保每个

人获得安全、营养和充足的食物非常重要，安全食品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两个主要目标——促进健康和消除饥饿

至关重要。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正联手协助各国预防、管理和应对食品供应链中的风险，并正与食品生产商和供应

商、监管机构和民间社会利益相关者合作，共同提高各国生产和进口食品的安全水平。 

  

  联合国大会去年 12月通过决议，决定自 2019年起每年的 6月 7日为世界食品安全日，以推动各方关注食品安

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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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美国对我国干蘑菇片实施自动扣留 

    食品伙伴网讯  2019年 6月 5日，美国 FDA网站更新了进口预警措施（import alert），其中，对我国 1家

企业的相关产品实施了自动扣留，详情如下： 

预警编号 发布日期 地区 企业 产品名称 项目 

99-08 2019-6-5 福建漳州 
NANRONG INDUSTRIAL AND TRAD

ING COMPANY LTD 
干蘑菇片 多菌灵 

  

  食品伙伴网提醒各出口企业，对于出口美国产品要严格按照出口国的要求对产品进行生产，注意产品中的残留

物，规避出口产品被扣留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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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美国修订吡噻菌胺在果蔬等食品中的 

残留限量 
    食品伙伴网讯  据美国联邦公报消息，2019年 6月 6日，美国环保署发布 2019-11676号文件，拟修订吡噻菌

胺（penthiopyrad）在果蔬等食品中的残留限量。 

  

  美国环保署对吡噻菌胺开展了风险评估，分别评估了毒理性、饮食暴露量以及对婴幼儿的影响，最终认为按照

以下限量使用是安全的。具体限量如下： 

产品名称 残留限量（ppm） 

绿叶类芸苔属植物 亚组 4-16B 50 

灌木浆果亚组 13-07B 6 

蔓藤类浆果亚组 13-07A 10 

莴苣、茴香鲜叶和茎；叶柄类蔬菜,亚组 22B；绿叶蔬菜,

亚组 4-16A 
30 

甘蓝菜；芸薹类蔬菜 组 5-16 5 

核果类水果,组 12-12 4 

开心果；树生坚果，组 14 0.06 

树生坚果，组 14-12 0.05 

油料种子组 20 1.5 

  

  据了解，该规定于 2019年 6月 6日生效。异议和听证请求必须在 2019年 8月 5日当天或之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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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加拿大拟降低婴儿配方奶粉中铅含量 

限量标准 
    食品伙伴网讯  2019 年 6月 5日，加拿大卫生部发布 NOP/ADP C-2019-1号文件，修订食品中污染物和其他掺

假物质清单，就拟降低婴儿配方奶粉中铅含量限量标准征求意见。 

  

  据了解，浓缩婴儿配方奶粉和婴儿配方奶粉中现有的铅含量限量分别为 0.15mg/kg、0.08mg/kg，加拿大卫生部

拟将所有类型婴儿配方奶粉中铅含量限量降低至 0.01mg/kg。本次意见征求日期截止至 2019年 8月 18日。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24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6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6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94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40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3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01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01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372.html


国际预警 
2019年 5月中国出口韩国食品违反情况

（5月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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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

处！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qxn@foodmate.n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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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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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05.01 
京仁厅 

加工

食品 
辣椒籽粉 

고추씨분 

CHILLI SEEDS 

POWDER 

QINGDAO YUC

HANGYUAN FO

ODS CO.,LTD 

金属性

异物超

标 

食品中金属

性异物不超

过 10.0 mg/k

g，大小不超

过 2mm 

食品中金属性

异物 22.4 mg

/kg，大小不超

过 2mm 

2019-0

4-03 ~

 2020-

04-02 

2019.

05.01 

釜山厅

（神仙

台） 

器具

及容

器包

装 

彩色玻璃

水杯 

컬러유리 워

터보틀 

COLOR GLASS T

UMBLER 

BENGBU RISH

ENG GLASS C

O., LTD 

热冲击

强度不

合格 

不应有裂痕 存在裂痕 - 

2019.

05.02 

京仁厅

（平

泽） 

加工

食品 
冷冻菠菜 

냉동시금치나

물 

FROZEN SEASon

ED SPINACH 

QINGDAO DEE

SHENGHENGXI

N FOOD CO.，

LTD 

大肠菌

群不合

格；细菌

数不合

格 

大肠菌群：n

=5, c=1, m=

0, M=10；细

菌数：n=5, 

c=2, m=100,

000, M=500,

000 

大肠杆菌：11

0, 130, 930,

 540, 1,600；

细菌数：99,0

00, 150,000,

 880,000, 35

0,000, 1,00

0,000 

2019-0

3-25 ~

 2020-

03-24 

2019.

05.03 
京仁厅 

农林

产品 
枸杞子 

구기자 

LYCIUM CHINEN

SE MILL 

CHENGDE YAO

U NUTS & SE

EDS CO., LT

D 

残留农

药（氟氯

菊酯、啶

虫脒、毒

死蜱、杀

铃脲、灭

幼脲、咪

鲜胺）超

标 

氟氯菊酯：0.

05ppm；啶虫

脒：0.05ppm；

毒死蜱：0.0

5ppm；杀铃

脲：0.05ppm；

灭幼脲：0.0

5ppm；咪鲜

胺：0.05ppm 

氟氯菊酯：0.

09ppm；啶虫

脒：0.31ppm；

毒死蜱：0.21

ppm；杀铃脲：

0.48ppm；灭幼

脲：0.26ppm；

咪鲜胺：0.12

ppm 

- 

2019.

05.03 
京仁厅 

农林

产品 
枸杞子 

구기자 

LYCIUM CHINEN

SE MILLER 

SUIXIAN Hon

GFA NATIVE 

CO., LTD. 

残留农

药（啶虫

脒）超标 

0.01 ppm 以

下 
0.07 ppm 

2019-0

2-25 ~ 

 

    更多内容详见：2019年 5月中国出口韩国食品违反情况（5月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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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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 23周） 
    食品伙伴网讯  据欧盟官方网站消息，在 2019年第 23周通报中，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通报中国

食品及相关产品有 19例（不含港澳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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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6-7 西班牙 冷冻虾 2019.2106 温控制不良-冷

链断裂- 

产品未在市场销售/-- 拒绝入境

通报 

2019-6-7 德国 银杏叶 2019.2104 二恶英 分销至其他成员国/退

出市场 

预警通报 

2019-6-7 英国 尼龙搅拌

器 

2019.2101 初级芳香胺迁移

量超标 

产品未在市场销售/重

新派送 

拒绝入境

通报 

2019-6-7 英国 尼龙捣碎

器 

2019.2100 初级芳香胺迁移

量超标 

产品未在市场销售/销

毁 

拒绝入境

通报 

2019-6-6 英国 尼龙勺 2019.2093 初级芳香胺迁移

量超标 

产品未在市场销售/退

回至发货者 

拒绝入境

通报 

2019-6-5 英国 速冻熟水

饺 

2019.2080 包装不良，不适

合食品的包装 

产品未在市场销售/销

毁 

拒绝入境

通报 

2019-6-5 塞浦路

斯 

勺子 2019.2059 初级芳香胺迁移

量超标 

仅限通知国分销/从消

费者处召回 

注意信息

通报 

2019-6-5 芬兰 带玻璃盖

的锅 

2019.2065 挥发性有机污染

物 

产品未在市场销售/进

口未被授权 

拒绝入境

通报 

2019-6-5 奥地利 干枸杞 2019.2064 啶虫脒；未授权

物质双甲脒、克

百威和氟虫腈 

通知国未分销/无库存 预警通报 

2019-6-4 塞浦路

斯 

竹杯 

  

2019.2044 三聚氰胺迁移量

超标 

尚未获得分销信息/从

消费者处召回 

预警通报 

2019-6-4 匈牙利 食品补充

剂 

2019.2049 未授权物质他达

拉非 

产品在线交易/退出市

场 

预警通报 

2019-6-4 匈牙利 食品补充

剂 

2019.2058 未授权物质西地

那非 

产品在线交易/退出市

场 

预警通报 

2019-6-4 匈牙利 食品补充

剂 

2019.2052 未授权物质西地

那非 

产品在线交易/退出市

场 

预警通报 

2019-6-4 匈牙利 食品补充

剂 

2019.2054 未授权物质他达

拉非 

产品在线交易/退出市

场 

预警通报 

2019-6-4 塞浦路

斯 

竹盘 2019.2053 甲醛和三聚氰胺

迁移量超标 

尚未获得分销信息/从

消费者处召回 

预警通报 

2019-6-3 芬兰 硅胶杯盖 2019.2031 挥发性有机污染

物 

产品未在市场销售/官

方扣留 

拒绝入境

通报 

 

    更多内容详见：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通报（2019年第 23周）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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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2019 年 6 月输日食品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

情况（6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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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4
日 

加热后摄

食冷冻食

品（冻结

前未加

热）：冷

冻花菜 

XIAMEN SHA
RP DRAGON 
INTERNATIon
AL TRADIN

G.,LTD 

  中国 大肠杆菌阳性 名古

屋 
株式会社

 カルナ

トレーデ

ィング 

自主

检查 

2 6 月 4
日 

生鲜芹科

蔬菜（刺

芹） 

  VINAF impo
rt EXPORT 
TRADING C
OMPANY LI

MITED 

越南 检出 毒死蜱 

0.97 ppm 、2.
11 ppm  

检出 哒螨酮 0.
03 ppm、丙溴

磷 0.66 ppm
 、戊唑醇 0.02
 ppm、腈苯唑 
0.34 ppm、己

唑醇 0.37 pp
m 

東京

空港 
八千代物

産 合同

会社 

命令

检查 
监控

检查 

3 6 月 4
日 

生鲜胡萝

卜 
  上海首舜进出

口贸易有限公

司 SUPESON
 INDUSTRI
AL CO.,LT

D. 

中国 检出 五氯硝基

苯 0.05 ppm 
小樽 ナチュラ

ルフュー

ジョン 

株式会社 

监控

检查 

4 6 月 4
日 

冷冻木薯   VAN MINH 
DEVELOPME
NT CO.,LTD 

越南 检出 氰化物 

32 mg/kg 
横浜 HOA M

AI 株式

会社 

命令

检查 

  

更多内容详见：2019 年 6 月输日食品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情况（6 月 12 日更新）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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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喝咖啡会损伤动脉？ 

此前已经有研究显示，咖啡会引发动脉硬化，咖啡因爱好者经常被劝说减少摄入量。但一项对英国各地 8000

多人所进行的研究显示，就动脉所受到的影响来说，事实上平均每天喝 5杯咖啡并不比每天喝不到 1杯咖啡更糟。 

  

  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的研究人员把 8412 名参与者分成了 3组进行研究——第一组参与者每天喝不到 1杯咖

啡，第二组参与者每天喝 1至 3杯咖啡，第三组参与者每天喝 3杯以上咖啡。（第三组中的有些人每天喝多达 25

杯咖啡，但平均每天喝 5杯。） 

  

  研究结果显示，即使每天咖啡摄入量较高的人也不会比每天喝不到 1杯咖啡的人更容易发生动脉硬化。 

  

  此前已经有研究表明，咖啡会引发动脉硬化，给心脏带来压力，增加心脏病发作或中风的几率。所有参与者都

接受了 MRI心脏扫描和红外脉搏波测试，即使考虑了像年龄、体重，以及吸烟状况等因素后，该研究结果仍然成立。 

  

尽管咖啡在全世界大受欢迎，但不同的报告可能会让人们不要畅饮。虽然在这项研究中不能证明存在因果关系，

但该项研究表明，咖啡对动脉的影响并不像此前研究所显示的那么严重。 

  

研究人员强调指出，该项研究排除了咖啡对人体动脉的一个潜在有害影响。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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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可循环利用食品包装透明薄膜问世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11 日电  英国《自然·通讯》杂志 11日发表了一项材料学最新进展：英国牛津大学科学家

研发出一种完全可循环、非常安全的透明薄膜，甚至可以取代现有的用于食品包装的金属涂层复合材料。该薄膜采

用了一种全新环保制造工艺，比目前行业所使用的材料更容易循环利用。 

  

  当今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关键要求，就是在满足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延长食品的保质期。但遗憾的是，目前

的食品包装方式存在严重环境问题。鉴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人们对包装的要求不仅仅是“可回收”，还必须

“可回收循环利用”，而当前常见的包含金属涂层的复合材料却在这方面存在极大不足——它能够提供一种屏障，

对于食品的保存至关重要，但这种材料极难分离和循环利用。 

  

  因此，牛津大学科学家德莫特·奥哈尔及其同事，研发出了一种可循环的环保薄膜，它可以替代目前食品包装

中所使用的金属涂层，同时能为食品提供类似级别的防护。 

  

  研究团队合成的这种薄膜，由层状双氢氧化物（一种无机材料）组成，生产工艺既便宜又绿色环保，所需材料

是水和氨基酸。所得薄膜呈透明色，像金属涂层一样可以隔绝氧气和水蒸汽，同时较为结实。由于这种薄膜是合成

的，因此其成分完全可控，这就极大提高了它们与食品接触时的安全性。 

  

  研究团队表示，目前，这种薄膜已经符合食品接触用材料的安全标准，现阶段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测试，就能

实际用于市面上的食品包装。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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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日研究者确认微塑料有害物质会积聚在

贝类体内 
中新网 6月 11日电 据日本共同社 11日报道，东京农工大学等研究团队日前通过野外调查和室内实验确认，

海洋中微塑料垃圾内的有害化学物质在被吸收进贝类等生物体内后，会不断积聚。 

  

  农工大教授高田秀重指出：“微塑料成为运送有害化学物质到生物体内的通道，有必要详细调查有害物质通过

这种形式进入人类体内的影响。”研究成果将在 12日于埼玉市召开的环境化学讨论会上发布。 

  

  该团队 2018 年 10月在冲绳县的座间味岛，从大量塑料垃圾和微塑料漂抵的海岸采集了贝类中的环纹坚石蛤、

紫陆寄居蟹等，分析其体内有害物质浓度，与在岛内几乎没有塑料垃圾的地区所采集的个体进行了比较。 

  

  研究者从污染严重地区的紫陆寄居蟹中发现了每克最多 482个微塑料，而非污染地区的个体中几乎没有找到。 

  

  在紫陆寄居蟹和环纹坚石蛤的内脏器中，检出了高浓度的强毒性溴系阻燃剂之一，这种物质是为让塑料不易燃

而加入的，有害的多氯联苯（PCB）浓度在其体内也都很高。 

  

  该团队使用吸附海水中 PCB等污染物质的聚乙烯微粒进行了室内实验。在加入微粒的水中饲养地中海贻贝，进

入贝类体内的颗粒从开始实验的 24天后几乎都被排除，但生殖器官中的 PCB浓度较高，由此获知 PCB会在体内积

聚。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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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食物过期了还能不能食用？ 

科学家研发出能识别变质肉的传感器  
参考消息网 6月 8日报道 德媒称，科学家开发出一种传感器，可帮助识别肉类和鱼类是否变质。 

  

  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 6月 5日报道，世界上近三分之一食物被扔进垃圾堆。德国人均每年扔掉 55公斤水果、

蔬菜、面包和肉类。这不仅是对食物的浪费，也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被扔掉的食物中大约一半仍可食用。它们只是因为过期而被当作垃圾扔掉。 

  

  研究人员现在开发出一种传感器，可帮助识别肉类和鱼类是否变质。 

  

  这种仪器由一张纸和印在上面的微小碳电极组成。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菲拉特·居代尔和同事利用纸张的吸湿

性制造出样机。他们在专业期刊《美国化学学会传感器》上写道：“尽管纸张摸起来和看起来都是干燥的，但它始

终是湿的。”在相对湿度 50%情况下，水分约占纸张总重量的 5%。 

  

  科学家们继续写道，通过检测纸张中水薄膜的导电率，就可以得知哪些物质溶解在其中。如果周围环境中存在

水溶性气体，纸张的导电性会增强。肉类或鱼肉变质时产生的氨和三甲胺也属于水溶性气体。通过一款应用程序可

以读取测量结果。 

  

  研究人员还将他们的传感器与近场通信芯片集成。该技术可通过电磁感应读取信息。当纸张中检测不到腐烂气

体，肉类和鱼仍可食用时，研究人员的应用程序会自动弹出，而如果食物变质，则应用程序没有任何反应。 

 

  研究人员说，在实验室对带有包装的鱼肉和鸡肉进行测试发现，该传感器的检测结果比现有技术更准确。同时，

新系统的单价仅为 2美分，非常便宜。而且传感器可生物降解，无毒无害。因此它满足了以前尝试开发类似传感器

时产生问题的若干关键点。 

  

  目前也有研究人员在研发根据食物状态改变颜色的包装材料。然而迄今尚未被商业化使用，因为成本过高或结

果难以解读。 

  

  居代尔和同事指出，当前开发的传感器是同类技术的首个可商业化变体。大规模生产这种传感器在技术上是可

行的。科学家们希望食品制造商和超市能在未来 3年内引入该仪器。 

  

  在此之前，他们计划进一步改进系统并将检测对象扩大至其他食品。大多数被丢掉的食品是水果和蔬菜。为检

测果蔬状态，研究人员正在开发一种能够识别包装中单类气体和湿度变化的系统。 

 

 

 

 

 

 

 

 

 

 

   文章来源：参考消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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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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供食品、化学、农牧及其相关领域的专业翻译服务，

业务类型包括国内外法规、期刊文献、产品介绍、标签、专利、分析证书、研发报告、合同协议以及其他专业资料，

语种涉及中、英、日、韩、德、法、俄等。 

 

为什么选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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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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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的专业化。外语专业精英保证译文的准确性，食品、化学及农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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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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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长期以来，凭借丰富的专业翻译经验，为著名跨国食品企业、进出口企业、贸易公司、第三方认证检测机

构、本地化语言服务企业及政府相关机构等优质合作伙伴提供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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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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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伙伴网信息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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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告丨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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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会议预告 
7 月 13-16 日      广州          【7 月·广州】食品伙伴网四体系内审员培训 
7 月 18-20 日      上海         第九届微生物检测与控制技术交流会 
7 月 25-26 日      烟台         2019 第三届肉类加工与新产品开发技术研讨会 
9 月 5-6 日        上海         第二届全球功能性食品饮料峰会 
 
2019 年展会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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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3 日      合肥          第三届中国国际现代渔业暨渔业科技博览会 
6 月 21-23 日      成都          第十四届中国成都烘焙展览会 
6 月 22-24 日      青岛          2019 ASIA WINE 青岛国际葡萄酒及烈酒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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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5 日      北京          2019 第六届中国国际食品安全与创新技术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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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8 日      佛山          2019 年第十三届中国（佛山）食品安全检测技术高峰论坛暨第二届新技术、新产

品、新工艺及优秀工程师推荐评选活动 
6 月 27-29 日      广州         2019 世界食品广州展 
7 月 1-3 日        北京          2019 北京国际酒店用品及餐饮展览会  
7 月 4-6 日        青岛          2019 第八届中国（青岛）国际健康食品产业博览会 
7 月 4-7 日        沈阳         2019 中国(沈阳)国际孕婴童产品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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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日      南京          第八届中国食品与农产品安全检测技术与质量控制国际论坛 
7 月 19-21 日      南京          第四届中国（南京）国际智慧农业博览会 
7 月 21-22 日      昆明         2019 年中国（云南）畜牧业及饲料工业展览会 
7 月 24-26 日      广州          第四届中国（广州）国际跨境电商展暨跨境商品博览会 
7 月 26 日         上海          中国食品包装产业发展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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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展论坛 
8 月 2-4 日        南京          2019 第 6 届中国（南京）国际糖酒食品饮料展览会 
8 月 2-4 日        北京          3E·2019 北京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 
8 月 2-4 日        贵阳          第七届中国国际咖啡展 
8 月 9-11 日       兰州          2019 中国·兰州大健康产业博览会  
8 月 10-12 日      南昌          仁创·2019 中部（江西）糖酒食品招商会 
8 月 10-12 日      潍坊          2019 山东（潍坊）糖酒食品展览会 
8 月 15-17 日      西安          2019 第 14 届中国西安国际科学技术产业博览会 

食品伙伴网展会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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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7-18 日     石家庄        2019 第 24 届河北省糖酒食品交易会 

8 月 17-18 日      广州         2019 中国私房烘焙创业发展大会 
8 月 22-25 日      潍坊         2019 全国农商互联大会暨精准扶贫产销对接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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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5 日      太原          2019 山西糖酒会及第 14 届中国（山西）酒饮食品产业博览会 
8 月 23-25 日      北京          2019 国际奶牛疾病大会暨 NMC 区域会 

8 月 28-30 日      上海          2019 第十四届上海国际渔业博览会 
8 月 28-30 日      成都          2019 成都国际酒店用品及餐饮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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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1 日      深圳         中国·深圳（第 5 届）国际现代绿色农业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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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30-9 月 1 日   北京         第七届中国国际咖啡展 
8 月 30-9 月 1 日   广州          2019BTE 广州国际生物技术博览会 
8 月 30-9 月 1 日   太原          2019 中国（山西）国际高端食品暨名酒博览会 
8 月 30-9 月 1 日    石家庄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二十五次年会暨 2019 年中国（国际）乳业技术博览会 
9 月 3-5 日        上海          2019 中国国际检验检测技术与装备博览会（CITTE） 
9 月 5-7 日        广州         2019 年世界农业博览会 
9 月 5-7 日        重庆          第十九届亚太零售商大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9 月 6-8 日        长春          2019 第二十三届长春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9 月 8-10 日     乌鲁木齐        2019 第三届新疆国际畜牧业博览会 
9 月 8-10 日     乌鲁木齐        第三届新疆国际奶业展览会 
9 月 8-10 日      成都          2019 第四届西部（成都）医药产业博览会 

9 月 8-11 日       厦门          厦门国际果蔬产业暨都市农业展览会 

9 月 11-13 日      杭州          HFE（杭州）第 12 届特许连锁加盟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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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0 日      北京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肉类工业展览会 
9 月 20-22 日      重庆        2019 第二届中国（重庆）国际食品饮料与餐饮产业博览会 
9 月 20-22 日      西安         2019 第十一届西安糖酒会 
9 月 20-22 日      广州         2019 中国（国际）调味品及食品配料博览会  
9 月 20-23 日      沈阳         第十九届中国沈阳国际农业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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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4-28 日      成都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肉类工业展览会 
9 月 26-28 日      广州         FHW CHINA 2019 第八届广州国际特色食品饮料展览会 
10 月 6-8 日       合肥         2019 第 9 届中国安徽孕婴童产品展览会 

10 月 11-13 日     大连         2019 年佳选中国好食材大会（第三届） 

10 月 11-13 日     天津         第 22 届中国冰淇淋及冷冻食品产业博览会 
10 月 16-18 日     上海         2019 中国国际婴童用品展览会 
10 月 16-18 日     上海         2019IPB 上海国际粉体展 
10 月 18-20 日     厦门         第十六届中国（厦门）国际食品交易博览会 
11 月 22-25 日     沈阳          2019 第二十四届沈阳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10 月 25-27 日     厦门         2019 第七届中国·厦门孕婴童产业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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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0-11 月 1 日 青岛          2019 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 
11 月 4-6 日       深圳          2019SFF 深圳国际高端餐饮连锁加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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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6 日       北京          2019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营养健康产业博览会 
11 月 8-10 日      合肥          2019 第 19 届中国（安徽）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11 月 8-10 日      重庆          第十四届中国（重庆）老年产业博览会 
11 月 9-11 日      广州          Interwine China 2019 中国（广州）国际名酒展-秋季展 
11 月 12-14 日     上海          2019 2019 上海国际食品饮料及餐饮设备展览会 
11 月 12-14 日     上海         2019 上海肉类展 SME 第 14 届中国（上海）国际肉类工业展  
11 月 13-17 日     上海         2019 第 12 届亚洲果蔬博览会（万果风云会）暨上海国际果蔬展览会 
11 月 15-17 日     赣州         2019 中国（赣州）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11 月 16-18 日     杭州          2019 中国（杭州）国际孕婴童用品产业博览会 
11 月 29-12 月 1 日 福州          2019 第二届福建食品博览会 
12 月 6-9 日       武汉          第 28 届中国食品博览会暨中国（武汉）国际食品交易会 
12 月 10-12 日     上海          2019 年新零售生鲜食材展上海自有品牌亚洲展 CHINA 
11 月 18-20 日     上海         CBST2019 第九届中国国际饮料工业科技展 
11 月 21-23 日     深圳         2019 深圳国际渔业博览会 

12 月 11-13 日     重庆          2019 中国国际（重庆）火锅及食材展览会（CFB 第六届） 
12 月 12-14 日     广州         2019 广州国际酒店用品及餐饮展览会 
12 月 13-15 日     青岛          2019 中国(青岛)国际进口食品及饮品博览会 
12 月 18-20 日     武汉          2019 年第十四届中国（武汉）食品安全检测技术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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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坪尧贸易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上海晟桀实业有限公司—酒类 

郑州嘉谱仪器设备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山东龙口凯祥有限公司—食品机械 

济南辰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济南思克测试技术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山东美一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添加剂配料 

乐陵市恒泰食品有限公司—调味品 

山东方科仪器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曲阜鲁豫食品添加剂有限公司—添加剂配料 

天津琛航科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诸城市大洋食品机械有限公司--食品机械 

成都万象宏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添加剂配料 

深圳市晨馨香精香料有限公司—添加剂配料 

西安斯诺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添加剂配料 

浙江冠峰食品机械有限公司—食品机械 

杭州富阳科力茶叶机械有限公司—食品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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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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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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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行业会议请关注 

 

食品伙伴网 2019 年 6 月份-12 月份培训信息汇总 

2019 年 6 月份 

序号 培训会议名称 地点 周期 开始时间 到期时间 
1 BRC 第 8 版全球食品安全标准内审员培训课程 上海 3 天 2019/6/19 2019/6/21 

2 IECQ HSPM QC 080000：2012 危害物质管理体系内审员开班公告 苏州 3 天 2019/6/19 2019/6/21 

3 IECQ HSPM QC 080000：2012 危害物质管理体系内审员开班公告 重庆 3 天 2019/6/19 2019/6/21 

4 IECQ HSPM QC 080000：2012 危害物质管理体系内审员开班公告 杭州 3 天 2019/6/19 2019/6/21 

5 IECQ QC 080000:2017 有害物质过程管理体系内审员 杭州 3 天 2019/6/19 2019/6/21 

6 关于举办“2019 乳品/饮料行业发展研讨会”的通知 上海 半天 2019/6/19 2019/6/19 

7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北京 3 天 2019/6/19 2019/6/21 

8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上海 3 天 2019/6/19 2019/6/21 

9 HACCP&ISO22000&ISO9001 内审员培训 青岛 2 天 2019/6/19 2019/6/20 

10 ISO 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北京 2 天 2019/6/20 2019/6/21 

11 ISO 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青岛 2 天 2019/6/20 2019/6/21 

12 ISO IEC 17025:2017 实验室管理体系内审员 青岛 2 天 2019/6/20 2019/6/21 

13 ISO IEC 17025:2017 实验室管理体系内审员 贵阳 1 天 2019/6/20 2019/6/20 

14 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内审员开班公告 贵阳 1 天 2019/6/20 2019/6/20 

食品伙伴网培训中心培训信息 

联系人：高佩佩 

电话：0535-2122281 

邮箱：ctc@foodmate.net 

Q Q :  3416988473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通世南路 22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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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ISO9001:2015 内审员开班公告 贵阳 1 天 2019/6/20 2019/6/20 

16 产品感官评定分析体系培训通知 北京 2 天 2019/6/20 2019/6/21 

17 关于举办“2019 功能食品研发应用技术研讨会 ”的通知 上海 半天 2019/6/20 2019/6/20 

18 植物源性食品进口监管专题培训 上海 半天 2019/6/20 2019/6/20 

19 关于 2019 年举办“质量检验经理”培训班的通知 厦门 4 天 2019/6/20 2019/6/23 

20 BRC-Food（V8）食品安全全球标准内审员培训课程 深圳 2 天 2019/6/20 2019/6/21 

21 食品供应商审核培训课程 青岛 2 天 2019/6/20 2019/6/20 

22 食品过敏原管理培训 广州 1 天 2019/6/21 2019/6/21 

23 ISO9001:2015 内审员开班公告 杭州 4 天 2019/6/22 2019/6/25 

24 ISO9001:2015 内审员开班公告 长沙 3 天 2019/6/22 2019/6/24 

25 OHSAS18000 体系内审员开班公告 长沙 3 天 2019/6/22 2019/6/24 

26 关于开展“国家葡萄酒三级品酒师职业技能鉴定培训班”的通知 烟台 3 天 2019/6/22 2019/6/25 

27 2019 食品微生物检测实际操作培训班 南京 4 天 2019/6/22 2019/6/25 

28 OHSAS18000 体系内审员开班公告 东莞 1 天 2019/6/23 2019/6/23 

29 第 78 期食品微生物检验实际操作培训班-杭州 东莞 1 天 2019/6/23 2019/6/23 

30 公共营养师技能人才资格认证公告 东莞 1 天 2019/6/23 2019/6/23 

31 
关于举办新版 GB/T19001-2016/ISO9001：2015、新版 GB/T24001-2016 
/ISO14001：2015 及新版 ISO45001:2018 标准内审员培训班的通知 

银川 5 天 2019/6/23 2019/6/27 

32 
关于举办新版 GB/T19001-2016/ISO9001：2015、新版 GB/T24001-2016 
/ISO14001：2015 及新版 ISO45001:2018 标准内审员培训班的通知 

太原、

西安 
5 天 2019/6/24 2019/6/28 

33 公共营养师技能人才资格认证公告 广州 3 天 2019/6/24 2019/6/26 

34 公共营养师技能人才资格认证公告 合肥 2 天 2019/6/24 2019/6/25 

35 关于举办"食品检验实际操作培训班"的通知 上海 1 天 2019/6/24 2019/6/24 

36 关于举办“实验室安全管理”培训班的通知 深圳 3 天 2019/6/24 2019/6/26 

37 
关于举办“特医食品注册申报工作注意事项与投资策略、配方设计、

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解读专题高层论坛的通知 
深圳 3 天 2019/6/24 2019/6/26 

38 关于开展计量检定/校准人员职业能力评价工作的通知 郑州 2 天 2019/6/24 2019/6/26 

39 关于举办“离子色谱分析技术与应用”高级培训班的通知 苏州 5 天 2019/6/24 2019/6/28 

40 计量校准员培训-烟台、厦门、青岛、北京 厦门 2 天 2019/6/24 2019/6/25 

41 计量管理人员岗位实务培训班-烟台、厦门、青岛、北京 厦门 2 天 2019/6/24 2019/6/25 

42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深圳 3 天 2019/6/24 2019/6/26 

43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广州 3 天 2019/6/24 2019/6/26 

44 ISO 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 内审员培训课程 广州 2 天 2019/6/24 2019/6/25 

45 危险化学品管理培训课程 深圳 1 天 2019/6/24 2019/6/24 

46 食品检测方法验证 上海 1 天 2019/6/24 2019/6/24 

47 
关于举办新版 GB/T19001-2016/ISO9001：2015、新版 GB/T24001-2016 
/ISO14001：2015 及新版 ISO45001:2018 标准内审员培训班的通知 

太原 5 天 2019/6/24 2019/6/28 

48 
关于举办新版 GB/T19001-2016/ISO9001：2015、新版 GB/T24001-2016 
/ISO14001：2015 及新版 ISO45001:2018 标准内审员培训班的通知 

包头 5 天 2019/6/24 2019/6/28 

49 食品防护计划 广州 1 天 2019/6/25 2019/6/25 

50 
关于举办新版 GB/T19001-2016/ISO9001：2015、新版 GB/T24001-2016 
/ISO14001：2015 及新版 ISO45001:2018 标准内审员培训班的通知 

长春 5Tina 2019/6/25 2019/6/29 

51 计量内校员开班公告 北京 2 天 2019/6/26 2019/6/28 

52 计量内校员开班公告 苏州 3 天 2019/6/26 2019/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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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厦门 3 天 2019/6/26 2019/6/28 

54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苏州 3 天 2019/6/26 2019/6/28 

55 ISO22000+HACCP 原理整合内审员培训公开课 广州 3 天 2019/6/26 2019/6/28 

56  产品追溯和召回制度培训 广州 1 天 2019/6/26 2019/6/26 

57 计量内校员开班公告 济南 2 天 2019/6/27 2019/6/28 

58 检测实验室内审员持续提高培训 上海 2 天 2019/6/27 2019/6/28 

59  供应商质量管理培训课程 青岛 2 天 2019/6/27 2019/6/28 

60  实验室检验员上岗培训 青岛 2 天 2019/6/27 2019/6/28 

61 BRC 第八版全球食品安全标准内审员公开课 上海 2 天 2019/6/27 2019/6/28 

62 BRC-Food（V8）食品安全全球标准内审员培训课程 长沙 2 天 2019/6/27 2019/6/28 

63 
关于举办 ISO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及 HACCP 管理体系 内
审员培训班的通知 

银川 3 天 2019/6/27 2019/6/29 

64 全面质量管理（TQM） 广州 3 天 2019/6/28 2019/6/30 

65 食品安全管理师人才资格认证公告 广州 3 天 2019/6/28 2019/6/30 

66 中国国际益生菌行业交流论坛 杭州 4 天 2019/6/28 2019/7/1 

67  关于开展计量检定/校准人员职业能力评价工作的通知 杭州 4 天 2019/6/28 2019/7/1 

68 计量校准员培训-烟台、厦门、青岛、北京 青岛 3 天 2019/6/28 2019/6/30 

69 计量管理人员岗位实务培训班-烟台、厦门、青岛、北京 青岛 3 天 2019/6/28 2019/6/30 

70 保健食品、特医食品法规与研发专题会 长沙 3 天 2019/6/28 2019/6/30 

71  食品欺诈预防 上海 1 天 2019/6/28 2019/6/28 

72 食品企业出厂检验技术培训公告 广州 1 天 2019/6/30 2019/6/30 

2019 年 7 月份 

序号 培训会议名称 地点 周期 开始时间 到期时间 

1 BRC 第 8版全球食品安全标准外审员培训课程 青岛 5天 2019/7/1 2019/7/5 

2 关于举办“仪器分析中数据处理与分析质量控制”培训班的通知 昆明 5天 2019/7/1 2019/7/5 

3 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天津 3天 2019/7/3 2019/7/5 

4 ISO IEC 17025:2017 实验室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北京 3天 2019/7/3 2019/7/5 

5 供应商质量管理培训课程 深圳 2天 2019/7/3 2019/7/4 

6 2019食品标签合规及投诉举报应对技巧交流会（第 10期） 北京 2天 2019/7/4 2019/7/5 

7 传统 QC七大手法培训课程 广州 1天 2019/7/4 2019/7/4 

8  BRC-Food食品安全全球标准(第 7版) 主任审核员 上海 5天 2019/7/8 2019/7/12 

9 FSPCA人类食品预防控制措施培训课程（FDA认可的 PCQI 课程） 天津 3天 2019/7/8 2019/7/10 

10 FSPCA人类食品预防控制措施培训课程（FDA认可的 PCQI 课程） 南昌 3天 2019/7/8 2019/7/10 

11 FSPCA人类食品预防控制措施培训课程（FDA认可的 PCQI 课程） 厦门 3天 2019/7/8 2019/7/10 

12 实验室运营与管理培训课程 上海 2天 2019/7/8 2019/7/9 

13 
关于举办新版 GB/T19001-2016/ISO9001：2015、新版 GB/T24001-2016 

/ISO14001：2015 及新版 ISO45001:2018标准内审员培训班的通知 
济南 5天 2019/7/8 2019/7/12 

14  BRC 第八版食品安全全球标准内审员培训课程 烟台 2天 2019/7/8 2019/7/9 

15 China HACCP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内审员 广州 3天 2019/7/9 2019/7/11 

16 China HACCP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内审员 深圳 3天 2019/7/9 2019/7/11 

17 
黄涛主讲关于举办 RB/T 214-2017 和 CNAS-CL01:2018宣贯暨“数字

化实验室 转型赋能”培训班的通知 
上海 3天 2019/7/10 2019/7/12 

18 FSSC22000标准精讲内审员公开课 上海 3天 2019/7/10 201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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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China HACCP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内审员 成都 3天 2019/7/10 2019/7/12 

20 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广州 3天 2019/7/10 2019/7/12 

21 供应商质量管理培训课程 苏州 2天 2019/7/11 2019/7/12 

22 ISO9001、ISO22000、HACCP、ISO14001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班 广州 4天 2019/7/13 2019/7/16 

23 关于开展《乳品全产业链管理：质量、安全及可持续性》课程的通知 北京 3天 2019/7/15 2019/7/17 

24  BRC-Food食品安全全球标准(第 7版) 主任审核员 青岛 5天 2019/7/15 2019/7/19 

25 BRC-Food（V8）食品安全全球标准内审员培训课程 长沙 2天 2019/7/15 2019/7/16 

26 China HACCP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内审员 南昌 3天 2019/7/15 2019/7/17 

27 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上海 3天 2019/7/15 2019/7/17 

28 ISO 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青岛 2天 2019/7/15 2019/7/16 

29 ISO IEC 17025:2017 实验室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上海 3天 2019/7/15 2019/7/17 

30 BRC-Food（V8）食品安全全球标准内审员培训课程 上海 2天 2019/7/16 2019/7/17 

31 ISO 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苏州 2天 2019/7/16 2019/7/17 

32 全面质量管理（TQM） 广州 2天 2019/7/16 2019/7/17 

33 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东莞/

惠州 
3天 2019/7/17 2019/7/19 

34 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深圳 3天 2019/7/17 2019/7/19 

35 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武汉/

襄阳 
3天 2019/7/17 2019/7/19 

36 第九届微生物检测与控制技术交流会 上海 3天 2019/7/18 2019/7/20 

37 计量校准员培训-烟台、厦门、青岛、北京 北京 3天 2019/7/18 2019/7/20 

38 计量管理人员岗位实务培训班-烟台、厦门、青岛、北京 北京 3天 2019/7/18 2019/7/20 

39 ISO 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上海 2天 2019/7/18 2019/7/19 

40 关于举办“流通经营食品安全管理及投诉举报应对研讨班”的通知 北京 2天 2019/7/22 2019/7/23 

41 BRC-Food（V8）食品安全全球标准内审员培训课程 杭州 2天 2019/7/22 2019/7/23 

42 FSPCA人类食品预防控制措施培训课程（FDA认可的 PCQI 课程） 广州 3天 2019/7/22 2019/7/24 

43 FSPCA人类食品预防控制措施培训课程（FDA认可的 PCQI课程） 深圳 3天 2019/7/22 2019/7/24 

44 食品供应商审核培训课程 上海 2天 2019/7/22 2019/7/23 

45 IRCA认可之 ISO 9001主任审核员培训课程 上海 5天 2019/7/22 2019/7/26 

46 IRCA认可之 ISO 9001主任审核员培训课程 苏州 5天 2019/7/22 2019/7/26 

47 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北京 3天 2019/7/22 2019/7/24 

48 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青岛 3天 2019/7/22 2019/7/24 

49 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厦门 3天 2019/7/22 2019/7/24 

50 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苏州 3天 2019/7/22 2019/7/24 

51 ISO 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广州 2天 2019/7/22 2019/7/23 

52 ISO 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重庆 2天 2019/7/22 2019/7/23 

53 ISO 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深圳 2天 2019/7/22 2019/7/23 

54 供应商质量管理培训课程 上海 2天 2019/7/22 2019/7/23 

55 关于举办“实验室质量管理与能力建设” 高级培训班的通知 银川 5天 2019/7/22 2019/7/27 

56 BRC-Food（V8）食品安全全球标准内审员培训课程 
南宁/

长沙 
2天 2019/7/23 2019/7/24 

57 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成都 3天 2019/7/24 2019/7/26 

58 ISO IEC 17025:2017 实验室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广州 3天 2019/7/24 2019/7/26 

59 FSSC22000 V5+ISO22000：2018食品安全体系专项提升 上海 3天 2019/7/24 2019/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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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2019第三届肉类加工与新产品开发技术研讨会 烟台 2天 2019/7/25 2019/7/26 

61 BRC-Food（V8）食品安全全球标准内审员培训课程 大连 2天 2019/7/25 2019/7/26 

62 BRC-Food（V8）食品安全全球标准内审员培训课程 武汉 2天 2019/7/25 2019/7/26 

63 关于举办餐饮及校园团餐食品安全管理高级研讨班的通知 北京 2天 2019/7/29 2019/7/30 

64  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贵州 3天 2019/7/29 2019/7/31 

65 ISO IEC 17025:2017 实验室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深圳 3天 2019/7/29 2019/7/31 

66 关于 2019 年举办“质量检验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班”的通知 
乌鲁

木齐 
4天 2019/7/30 2019/8/2 

2019 年 8-12 月份 

序号 培训会议名称 地点 周期 开始时间 到期时间 

1 第四届食品科学与人类健康国际研讨会 通知（第一轮） 杭州 2天 2019/8/3 2019/8/4 

2 关于举办“实验室质量管理与能力建设” 高级培训班的通知 大连 5天 2019/8/5 2019/8/10 

3 感官分析技术卓越培训班（2019）通知 北京 4天 2019/8/13 2019/8/15 

4 ISO9001、ISO22000、HACCP、ISO14001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班 上海 4天 2019/8/22 2019/8/25 

5 关于 2019年举办“质量检验经理”培训班的通知 厦门 4天 2019/6/20 2019/6/23 

6 ISO9001、ISO22000、HACCP、ISO14001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班 成都 4天 2019/9/19 2019/9/22 

7 关于 2019 年举办“质量检验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班”的通知 上海 4天 2019/7/30 2019/8/2 

8 第二届全球功能性食品饮料峰会 上海 2天 2019/9/5 2019/9/6 

9 2019食品微生物检测实际操作培训班 郑州 4天 2019/8/17 2019/8/20 

10 2019食品微生物检测实际操作培训班 烟台 4天 2019/9/21 2019/9/24 

11 2019食品微生物检测实际操作培训班 广州 4天 2019/9/21 2019/9/24 

12 【我们·食品】系列课程--食品标签培训班 第五期 济南 济南 2天 2019/9/26 2019/9/27 

13 2019食品微生物检测实际操作培训班 武汉 4天 2019/10/19 2019/10/22 

14 2019食品微生物检测实际操作培训班 北京 4天 2019/11/17 2019/11/20 

15 2019食品微生物检测实际操作培训班 杭州 4天 2019/12/14 2019/12/17 

16 2019年健康管理师职业技能培训 合肥 
1个

月 
全年开班 

17 2019年营养师职业技能培训 合肥 
1个

月 
全年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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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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义利北冰洋食品有限公司-品控经理 
蜀蕴(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餐饮客户代表 
青岛爱福德食品有限公司-质量管理员 
青岛爱福德食品有限公司-化验员 
河南加福多食品有限公司-质检员 
浙江浙农茂阳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食品研发主管 
佛山市顺德区从兴食品有限公司-品控主管 
蜀蕴(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质检员 
浙江远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技术人员 
浙江远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食品微生物化验员 
浙江浙农茂阳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食品研发主管 
武汉楚恒记绿色食品开发有限公司-产品研发工程师 
广州宇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计划主管（食品专业 食品香精） 

食品伙伴网食品人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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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资讯推荐 
关于质量管理，这 10 点你真的错了 
根据第八版 BRC 要求做的一份员工保密报告制度 
食品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预案 
做个兼职，怎么还被开除了？ 
两个标签不合格法律适用的问题，求解！ 
绿色食品实验室建设需考虑的问题 
质量管理有出头的一天么？ 

 

微信客服号 微信公众号 

 

客服电话：0535-6730782   邮箱：job1@foodmate.net    客服 QQ： 314671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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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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2762-2017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3-2016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对应解决

方案涉及到的高效液相色谱（HLPC）、气相色谱（GS）、原子吸收光谱仪等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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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箱：mall@foodmate.net        

QQ：859605577      

食品伙伴网食品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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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伙伴网国际站是专业的英文版食品门户网站，是专门为全球的食品及相关企业量身定做的 B2B大型电子商

务平台。 

  

Global FoodMate 网站主要的用户群有两类：一是企业用户，二是个人用户。贸易公司可以在 FoodMate找到全

球的供应商、代理商、产品；中间销售商可以在 FoodMate网站找到货源和客户；个人用户可以利用 FoodMate及时

掌握全球的食品行业发展动态。 

  

目前，Global FoodMate 是免费注册和免费建立企业商铺，每个免费用户都可以发布 50条产品信息。欢迎广大

食品行业进出口方向从业者，使用平台进行产品推广或者发布采购信息，挑选国外的优质供应商。如果您有任何疑

问，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客服。 

  

除了这些以外，Global FoodMate 精心打造了专业的全球食品新闻、食品展会、食品标准资料、食品安全、食

品翻译等栏目，都是独一无二的最佳行业信息平台，以信息及时、全面、精准著称，每天有数万人浏览各个版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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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伙伴网国际站：http://www.foodmate.com 

 

业务 QQ：781685533 

 

Email ：globalfoodmate@foxmail.com;  

 

globalfoodmate@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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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伙伴网——ISO9001、ISO22000、HACCP、ISO14001 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班-广州站 
【行业盛会】2019 第三届肉类加工与新产品开发技术研讨会冰爽来袭 
【2019 微生物年会】第九届微生物检测与控制技术交流会 
送礼啦！珀金埃尔默助力婴幼儿辅食快检有奖调研开始啦！ 
 
本周求助帖： 

近期北京遇到新打假情况，疑似制假 

这样的标签标识也要召回罚款吗？ 

进口的这款酸奶这样的有事情吗 

想给鱼丸起个名字 

超市进了几款大米用的 qs标志然后被人投诉要赔偿 

冷加工糕点，名称里能有曲奇两个字吗？ 

电商海外旗舰店是否监管 

想咨询两个标签不合格法律适用的问题？ 

出现这种投诉怎么处理呢 

商超价格标签标注寸，实际为 英寸被处罚 

关于监督抽检中执法人员抽检过程不合理，请教各位！ 

食品级润滑油能用在厨具的哪些方面？ 

食品标签净含量能这样标吗？ 

关于餐饮企业车间空气杀菌 

散装计量称重产品重新分包的标示问题？ 

食品加工的选址问题 

流通环节经营无证生产的预包装食品，如何定性？如何处理？ 

纸箱上能不能打印“传统名特产”这几个字啊？ 

如何对 OEM工厂进行质量监督？ 

硫酸钙属于食品添加剂还是食品加工助剂呀？ 

关于食品生产企业单品型式检验有问题 

公司被同一个人多次打假怎么办 

一枚食品工厂的过程品控新人想请教下前辈大佬们一些问题 

GB14884 的出厂检验项目 

罐头产品冷却水水温范围 

哪位大神知道如何解决腐乳胀气问题？ 

老坛酸菜调味酱中有白色颗粒析出 

培养基出现结块是否可以再使用？ 

菌落总数蔓延了，大家帮忙看下能计数么？ 

蒸馏水器坏了咋回事 

净产品净含量标注的是称重计量，出厂用不用检测净含量呢？ 

不添加一滴水 会被检测出来吗？ 

食品论坛热帖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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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餐饮大厨房虫害防控的咨询 

关于餐饮与安全管理的问题 

液体奶茶怎么灌装？ 

是否有国标/行标规范玻璃瓶装的饮料拧盖等问题？ 

食品包装上受委托商地址，是写营业执照上的还是生产许可证上的 

 

本周讨论帖： 

猪猪面馆 2019 年找茬系列之 12：食品论坛猪猪面馆侵犯消费者知情权 
食品生产许可，指销售经营自己的生产产品，还要办食品流通许可吗？ 
关于盒饭里吃到菜虫的赔偿问题 
打假人提供一个检验报告、企业提供一个检验报告结果不同以什么为准 
标签三错误，有代表性 
关于酒类标签上是否要标示酒曲的解答关（关于酒曲有关问题的复函） 
营养标签计算，看到有坛友需要就发一下，已经很全面了 
回来了，转战品控，拜见各位大侠！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团体标准、企业标准随机抽查工作指引的通知 
领导对一件事情的态度总是反复，作为下面的主管要怎么和他相处？ 
按需使用的添加剂是不是可以无上限添加 
食品检测类工作，能考那些有用的证书 
奇葩公司：所有记录都是质量部填写的，小企业都是这样的嘛？ 
在食品家族企业上班，准备离职了 
【智慧职场】裸辞后 3 个月没找到工作，说的是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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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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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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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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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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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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实验室服务  

进出口食品监管 

 

食学宝 

（食品微课） 

 
食品研发与生产  

肉制品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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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饮料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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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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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Foodmate 
 

宠物食品联盟 

 

食品理化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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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原料 ABC 

 

食品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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