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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网刊 
 

中国食品 
 
 

 

这些企业太荒唐 生产日期还标错 

“每日坚果”是真健康还是炒概念？ 

一男子生产超标危害食品获拘役六个月 

海关总署通报 10月未准入境食品化妆品信息 

十年战火重燃！真功夫与李小龙家族的“恩怨情仇” 

 

 

酒鬼酒风波未止，官方再将甜蜜素列入白酒抽检项目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明年食品安全抽检合格率要达到 98% 

特大假冒星巴克 VIA咖啡案无锡一审落槌 涉案额超千万元 

消毒餐具也有 7天保质期！广西餐具消毒企业将有“红黑榜” 

不受理恶意消费索赔但监测线索，全国人大称深圳特区法规属探索 

 

国内预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242 号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公开征求2020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计划意见的公告 

 

 

农业农村部关于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范围和时间的通告 

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208号（关于公布准予延续注册的进口婴

幼儿配方乳品境外生产企业名单的公告） 

 

国际食品 
 
 

 

泰国通报 11月份国内食品质量安全抽检结果 

越南 Joint Cure 保健食品涉嫌广告违法宣传被查 

俄罗斯对我国福建某水产公司产品实施临时进口禁令 

 

 
一只蟹 500 万日元！日本拍出天价螃蟹，破世界纪录 
混进金属片？日本糖果业巨头紧急召回 128 万杯冰淇淋 
菲律宾发生椰子酒集体中毒事件 已致 11 死 300 人送医 
 

国际预警 
 

 

波兰通报印度出口米糠油不合格 

韩国召回中国产未申报的冷冻辣椒 

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 2020版《日本饮食摄入量标准》 

 

 

2019年 12月美国 FDA自动扣留我国食品情况（12月 25日更新） 

2019年 12月输日食品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情况（12月 23日更新） 

日本基于 2019年进口食品监控指导计划，发布监控指导结果中期报告  

食品科技 
 

 

喝牛奶，适量才健康 

西媒：辣椒不仅调味还能延年益寿 

 

 

 

 

 

中美合作科研成果有助玉米增产 

环保概念促生食物新品种蟑螂乳汁有兴趣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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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这些企业太荒唐 生产日期还标错 

  中国质量新闻网讯  生产日期是指商品在生产线上完成所有工序，经过检验并包装成为可在市场上销售的成品时的

日期和时间。对消费者而言，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是最基本的安全保障。而有些食品企业，竟然将生产日期都标注错了。 

  
  2019年 12月 9日，安徽省怀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检查时，发现安庆市太湖县迎节食

品厂生产的地方传统糕点小米糖，标签上标注的限制使用日期为 2019年 11月 25日。按照经营户提供的进货凭证推算，

进货时就已经超过保质期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该食品厂将“生产日期”误标注为“限制使用日期”。 

  
  无独有偶，2019 年 12 月 23日，该局执法人员在监督检查中又发现相似的问题。望江金美食品厂生产的精致酥糖

标注的生产日期为 2020年 11月 15日，竟然“早产”了将近一年。经调查，问题原因是生产商将“2019 年”误标为“2

020 年”。 

  
  目前，该局已经对这两起食品标签案件立案调查。同时提醒这些规模较小的食品企业：规模小不是违法的挡箭牌，

再小的企业也要遵守法规，规范生产行为，确保食品安全。 

  

 

 

 

 

 

 

 

 

 

 

 

 

 

 

 

 

 

 

 

 

 

 

 

 

 

 

 

 

文章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1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55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0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1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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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每日坚果”是真健康还是炒概念？ 

  不知从何时开始，每天吃一包坚果成了许多人的生活习惯，坚果类零食向来标榜富有营养、食用方便，迅速成为网

红食品，在各大商超、便利店和网店销售红火。那么，坚果真的是男女老少每天必备的食品吗？又有哪些人群是不太

适合吃坚果的呢？ 

 

大部分品牌坚果配料表含糖 每百克热量超两千卡 

 

  早餐吃酸奶泡坚果，减肥要吃坚果当代餐，甚至连脱发也拿坚果当药吃，如今，“每日坚果”概念和相关品牌似

乎成了各大坚果厂商的“摇钱树”。超市里，各个品牌的每日坚果，能摆满整个货架。记者在南京某大型超市的货架

上看到，标注着每日坚果的产品，有好几个不同的牌子，包装克重有多有少，价格也从十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仔细观察发现，这些不同品牌的坚果，原料的品类都很接近，有腰果、核桃、榛子、葡萄干、蓝莓、蔓越莓等等，

每 100 克热量都在 2000 到 2600 大卡之间，大多数的配料成分中含有白砂糖。记者询问销售人员，坚果是否适合所有

人群时，对方这样解释。 

 

  记者：“这个里面白砂糖、油脂都有，如果老人不吃糖怎么办呢？” 

 

  某品牌每日坚果销售人员：“你看像葡萄干怎么可能没有糖呢？就算它不写含糖，葡萄干也是有糖的，完全没有

糖的基本没有。” 

 

  每人每天建议摄入 10克左右 特殊人群应酌量食用 

 

  而日常购买时，记者发现，大多数市民其实并不会仔细查看坚果的配料和热量。 

 

  一位南京市民表示：“就是有营养吧，小孩比较喜欢吃。营养成分是比较需要的，早餐吃一点或者下午吃一点，

这个应该是常识吧。”当记者询问有没有注意到它的成分含不含糖，热量多高时对方表示：“这个没有注意，但是吃

起来口感是甜的。” 

 

  2016 年，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将坚果与籽类食品列入日常膳食结构表中，并提出所有人群

每日应摄入 25 至 35 克大豆及坚果类食品。在这样的背景下，每日坚果这类主打营养健康的混合坚果类产品，开始大

量出现在市场上。营养专家表示，坚果主要作用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非常好的蛋白质和钙铁锌来源，可以提

高机体抵抗力、益智补脑，还能清除自由基等代谢废物。但食用前，还是应该看一下配料表，选择不添加糖、盐等添

加剂的产品。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营养师梁婷婷表示，如果是三高人群，建议减半，跟正常人的量相比要减半。还

要看一下热量，包括种类上，如果说果干特别多的话，含糖量肯定是很高的。 

   

 

 

 

 

 

 

文章来源：荔枝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77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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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一男子生产超标危害食品获拘役六个月 

  中国法院网讯 男子为防止笋变质使用硫磺进行熏制，生产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最终因此触法被严厉惩处。近日，

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徐某犯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拘役 6个月，并处罚金。 

 

  2017年 10月 20日，泰宁县公安机关联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被告人徐某的制笋小作坊进行检查时，发现徐某在

生产笋制品的过程中使用硫磺、“吊白块”等食品加工助剂生产笋制品。经查，徐某从 2016 年 2月开始租赁该仓库，

收购附近村民压榨过的“开仓”笋，为防止笋变质使用硫磺进行熏制，对已发生霉变的部分笋使用“吊白块”进行清

洗。徐某生产的笋制品抽检后，笋片（笋干）二氧化硫 0.66g/kg,笋丝二氧化硫 0.78g/kg，二氧化硫含量不符合 GB27

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为不合格食品。 

 

  经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徐某生产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其行为已构成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

的食品罪。据此，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作出如上判决。 

 

 

 

 

 

 

 

 

 

 

 

 

 

 

 

 

 

 

 

 

 

 

 

 

 

 

 

 

 

 

 

文章来源：中国法院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5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13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4.html
http://down.foodmate.net/standard/sort/3/425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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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海关总署通报 10 月未准入境食品化妆品信息 

180 批次产品被退运或销毁 
  食品伙伴网讯 12月 23 日，海关总署公布了 2019年 10月全国未准入境食品化妆品信息。2019年 10月，全国

各直属海关检出未准入境食品化妆品 180批次，其中，食品 171批次，化妆品 9批次，总重约 837吨。 

 

  信息显示，未准入境的食品来自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法国、韩国、荷兰、加拿大、马来西亚、

美国、墨西哥、日本、泰国、西班牙、新加坡、意大利、印度、英国、越南等 35个国家或地区。其中，来自日本

的不合格食品数量最多，有 35批次。 

 

  未准入境的食品中，不合格原因多集中在标签不合格、未按要求提供证书或合格证明材料、超范围或超限量使

用食品营养强化剂、超范围或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微生物污染超标、货证不符、未获检验检疫准入这些方面。

其中，标签不合格的食品样品数量居首位，有 37批次。另外，还有少部分的食品检出超过保质期、包装不合格、

重金属超标、违规使用化学物质等其他问题。 

 

 

  食品中未准入境的原因 

 

  除食品外，未准入境的化妆品有 9批次，来自俄罗斯、韩国、美国、日本 4个国家。其中，来自美国的有 4批

次，来自俄罗斯的有 3批次，来自韩国、日本各 1批次。不合格的原因涉及未按要求提供证书或合格证明材料、货

证不符、微生物污染超标三方面。 

 

海关总署表示，未准入境食品化妆品均已在口岸做退运或销毁处理。 

 

     2019年 10月未准入境的食品信息.pdf 

 

     2019年 10月未准入境的化妆品信息.pdf 

 

相关报道：2019 年 10 月全国未准入境食品化妆品信息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67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97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670.html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912/23/17-11-25-42-940446.pdf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912/23/17-11-25-42-940446.pdf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912/23/17-11-33-96-940446.pdf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912/23/17-11-33-96-940446.pdf
http://news.foodmate.net/2019/12/5450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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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十年战火重燃！真功夫与李小龙家族的

“恩怨情仇”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 12月 27日电  十年战火重燃！中式快餐品牌真功夫和李小龙公司“打架”上了娱乐新闻头条，

并成为微博“沸腾”的话题。 

 

  制图：彭婧如 

  李小龙女儿起诉真功夫侵权 

 

  12月 25日晚，“真功夫餐饮被李小龙女儿诉至上海二中院”的消息被媒体披露。 

 

  纠纷的起因，是被国人熟知的真功夫餐饮品牌商标“功夫小黄人”，与已故功夫巨星李小龙在电影中的服饰、经

典动作如出一辙。 

 

  信息显示，李小龙女儿（Shannon Lee，中文名：李香凝）是 Bruce Lee Enterprises, LLC（李小龙有限责任公

司）法人代表。 

 

  李小龙有限责任公司要求真功夫立即停止使用李小龙形象、在媒体版面上连续 90日澄清其与李小龙无关，并请

求法院判令真功夫赔偿其经济损失 2.1 亿元，以及维权合理开支 8.8万元。 

 

  真功夫官网显示，真功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 1990年创立。但这家连锁快餐店最初不叫“真功夫”，先是叫“1

68 蒸品快餐店”，后来又更名为“双种子”，发展并不理想。 

 

2004年，“真功夫”邀请“中国第一策划人”叶茂中营销策划团队为他策划，随后开始启用酷似李小龙的“功夫

龙”形象，并配合“真功夫”三个字，组合成了商标进行使用。此后真功夫餐饮飞速发展，并在全国斩获多项餐饮荣

誉。 

 

真功夫：疑惑，为何多年之后又来告我？ 

 

  记者于 12月 25日晚致电真功夫方面核实消息。真功夫方面回应记者，表示已知晓这则消息，正在进行内部沟通。 

 

  12月 26日上午，真功夫发布公告称，真功夫系列商标已经使用了 15年，多年后被起诉，他们很疑惑。 

 

“真功夫系列商标，是由公司申请、国家商标局严格审查后授权的。”真功夫称，正积极研究案情、准备应诉。

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暂不便发表意见，一切留待司法裁决。 

 

更多内容详见: 十年战火重燃！真功夫与李小龙家族的“恩怨情仇”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17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36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19/12/545440.html


7 

中国食品 
酒鬼酒风波未止，官方再将甜蜜素列入白酒

抽检项目 
中新经纬客户端 12月 25日电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了《2020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并将计划中

拟抽检食品、食用农产品的品种和项目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计划》显示，市场监管总局拟将酒精度、甲醇、氰化

物（以 HCN计）、糖精钠（以糖精计）、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三氯蔗糖列入白酒品种抽检项目。 

 

  图片来源：市场监管总局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为进一步提高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的靶向性和可操作性，市场监管总局在征求各有关部

（委、局）、各级市场监管部门、食品相关行业协会、技术机构等单位意见的基础上，组织起草了《2020 年食品安全

监督抽检计划》。 

 

  市场监管总局公示的《2020年食品安全抽检品种、项目表》显示，白酒品种（包括白酒、白酒（液态）、白酒（原

酒））下，酒精度、甲醇、氰化物（以 HCN计）、糖精钠（以糖精计）、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三氯蔗糖

被列为抽检项目，风险等级为高。 

 

  此外，黄酒、葡萄酒等酒类也被要求抽检甜蜜素。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食品安全抽检品种、项目表》显示，白酒品种下，甜蜜素也被列为抽检项目。据悉，甜

蜜素是非营养型合成甜味剂，过量摄入会对人体肝脏、神经系统造成危害。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

标准》（GB2760-2014），甜蜜素属于合法的食品添加剂，但禁止在白酒中使用，只能用于配制酒当中。 

 

  近日，12月 20号，酒鬼酒公司的一位代理商石磊向媒体举报称，其仓库里封存了五万瓶酒鬼酒，被检出“甜蜜

素”。随后，酒鬼酒公司接连发出两份澄清文件，称公司从没有采购过甜蜜素，也从没有向涉事的酒品中添加过甜蜜

素，但并没有正面回应涉事批次酒品当中为何会检出“甜蜜素”的问题。 

 

更多内容详见：酒鬼酒风波未止，官方再将甜蜜素列入白酒抽检项目 

文章来源：中新经纬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24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37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97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71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6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6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81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84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55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62.html
http://down.foodmate.net/standard/sort/3/42543.html
http://down.foodmate.net/standard/sort/3/4254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7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19/12/5453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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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明年食品安全抽检 

合格率要达到 98% 
新华社北京 12月 26日电 “明年食品安全抽检合格率达到 98%、食品安全抽样检验量实现每千人 4批次”，全国

市场监管工作会议 26日在京开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提出明年市场监管工作新目标。 

 

  会议提出，明年市场监管部门将聚焦米面油、肉蛋奶、果菜茶等大宗食品，持续开展乳制品、肉制品以及餐饮质

量安全提升行动，实施农药兽药使用减量和产地环境净化行动，盯住农药兽药残留超标和重金属污染等问题。 

 

  在校园食品安全方面，要减少校园群体性食源性疾病事件。压实校长第一责任人责任，鼓励家长参与监督，大幅

度提高“互联网+明厨亮灶”覆盖率，确保幼儿园、小学实现全覆盖。大力推动企业向社会、消费者公开承诺，坚持

自查报告、“黑名单”制度，婴幼儿食品、大型肉制品企业自查报告率实现 100%。 

 

  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将强化重点领域、重点时段、重点市场的价格监管。落实猪肉和粮油蛋

菜保供稳价措施，严防供需之外的人为涨价，密切监视暴涨暴跌异常现象，严厉打击哄抬价格、串通涨价、价格欺诈，

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要加大对消费欺诈、侵犯个人信息、预付卡跑路等消费痛点堵点问题的专项整治。建立

健全消费环境测评体系，畅通 12315热线，形成接收、处理投诉举报的完整体系，为消费者提供统一便捷、及时高效

的服务。 

 

  

 

 

 

 

 

 

 

 

 

 

 

 

 

 

 

 

 

 

 
文章来源：新华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84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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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特大假冒星巴克 VIA 咖啡案无锡一审落槌 

涉案额超千万元 

 
  图为涉案咖啡产品，左侧为假，右侧为真。法院供图 

中新网无锡 12月 25日电 知假售假，无锡一家企业及企业相关负责人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日前，无锡市新吴区

人民法院审理一起涉案金额高达 1000 余万元的特大假冒星巴克 VIA咖啡案，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被告

人邓某、陈某、甄某 3人有期徒刑 5年到 4年 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300万元到 200万元不等，另有 2名被告人被判

处缓刑并处罚金。 

 

  同时，法院还禁止 2名被判处缓刑的被告人在考验期内从事生产、销售咖啡的经营活动，判处被告单位双善公司

罚金 320万元。上述被告人及单位违法所得 120余万元上缴国库、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依法处理。 

 

  据了解，这起案件颇具戏剧性。 

 

  2018年 2月，双善公司销售代表魏某发现无锡金桥市场内有代理商假借其公司名义销售假冒星巴克 VIA咖啡，遂

到有关部门举报，并直接附上了包含生产批号日期、中文标二维码、防伪标、关单卫检、法律维权等内容的辨别声明。

很快，被举报者受到了有关部门的惩处。 

 

  原以为此事已告一段落，但魏某万万没想到，当公安机关对无锡金桥市场内所有在售的星巴克 VIA咖啡进行鉴定

时，发现有三家代理商销售的均为假冒产品，其中就有一家是双善公司旗下的代理商。 

 

  今年 1月，公安机关一路顺藤摸瓜找到了“假冒星巴克”的仓库，在货源商邓某城的窝点内查获假冒星巴克 VIA

咖啡货物价值 116万余元。令人诧异的是，这次查获行动的结果证实了双善公司所售星巴克 VIA咖啡全部为假冒产品。 

 

  记者了解到，双善公司主要从事食品生产、销售活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某看上了星巴克 VIA咖啡的市场，便

主动联系“上家”邓某。双方见面后，陈某表示，需要邓某的产品手续齐全才能购买。 

 

  数月后，邓某称手续已办妥，并抛出低价策略：市场上 4条装星巴克 VIA咖啡售价为 40元，其主营的 5条装星

巴克 VIA咖啡市场定价为 49元，但进货价约为市场定价的四分之一。 

 

更多内容详见：特大假冒星巴克 VIA咖啡案无锡一审落槌 涉案额超千万元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http://news.foodmate.net/tag_98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5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5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20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19/12/5453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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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消毒餐具也有 7天保质期！广西餐具消毒

企业将有“红黑榜” 
污水横流、苍蝇乱飞，脏水循环使用、清洗池藏污纳垢，设备长期未清洁……12月 20日，由广西食品安全协会

餐具消毒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广西餐（饮）具消毒行业政策法规培训暨 2019 年行业年会在南宁召开，200多家企业参会。

会上，自治区卫生监督所副所长冼明甫指出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让一些企业负责人脸红耳热。近年来，广西消毒餐具

产品抽检合格率达 95%以上，但生产设备简陋、质量卫生不达标的家庭小作坊、“黑作坊”仍有存在。对此，有关部

门和行业协会将加强监管，建立餐具消毒企业“红黑榜”。 

 

  餐前先洗碗  部分消费者不信任消毒餐具 

 

  在外就餐前，拆开餐桌上的消毒餐具套装，将茶壶里的热水倒进碗碟里，再将筷勺在热水里涮上几遍，这已成为

不少人使用消毒餐具时的习惯动作。 

 

  “我知道这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求一个心理安慰。”南宁市民刘女士说，她经常在外用餐，曾遇到过两次消毒

碗具不干净的事情。一次是发现包装好的消毒碗具里有一小团黑黑的东西，“像是发霉的食物残渣”。另一次是发现

消毒餐具上有干硬的饭粒，“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服务员都是换一套干净的了事。” 

 

  南国早报客户端记者发现，在餐馆就餐的人，超过八成都会自己对碗碟进行二次消毒。开水烫碗是最常见的一种，

其他还包括用餐巾纸或湿纸巾擦拭，甚至还有人自己用白酒、啤酒进行消毒，“这样才比较放心。” 

 

  自治区卫生监督所副所长冼明甫说，对餐具来说，高温煮沸确实是最常见的消毒方式，很多病菌能都通过高温消

毒的方式杀灭。但是，开水烫烫碗只能将餐具上的灰尘除掉，“一般来说，致病性大肠杆菌、沙门氏菌、霍乱弧菌等，

多数要经 100℃高温作用 1~3 分钟或 80℃加热 10分钟才能死亡。” 

 

  冼明甫表示，至于用餐巾纸擦拭，更起不到消毒的作用。还有不少人觉得湿纸巾有消毒成分，因此用来擦碗，也

是不对的。“湿纸巾中含有润肤剂等多种化学成分，不一定都能入口，用其擦碗反倒增加了安全隐患。” 

 

  12道工序清洗餐具  抽检合格率达 95% 

 

  据南宁市天马餐具消毒中心一名工作人员介绍，一套消费者使用过的餐具，要经过除渣、粗洗、精洗、漂洗等 1

2道工序，至少清洗 6次，经过检验合格后，才能塑封再次使用。在检测室里，每天分时段分批次，对清洗的餐具进

行检测，若其中一个样本出现细菌，该批次的餐具将全部重新清洗。 

 

  广西食品安全协会餐具消毒专业委员会主任沈杰表示，目前我区登记在册的餐具消毒企业达 260家，加入协会的

有 150多家，生产配送各式消毒餐具涉及城乡大小餐饮企业、机关、学校、工厂饭堂、酒店等。其中，南宁市有 23

家餐饮具消毒企业，“每天提供 20万个套装碗，80至 100万个早餐碗。” 

 

  沈杰透露，近年来，广西餐具消毒企业产品抽检合格率达 95%以上，南宁、柳州、桂林等多地合格率达 100%，消

费者投诉大幅下降，没有出现因餐饮具而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 

 
更多内容详见：消毒餐具也有 7 天保质期！广西餐具消毒企业将有“红黑榜” 

 
 
 

文章来源：南国早报客户端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51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7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34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57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31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5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7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7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77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8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5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5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1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71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19/12/5448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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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不受理恶意消费索赔但监测线索，全国人大

称深圳特区法规属探索 
  经济特区法规对恶意索赔的消费行为不予受理的规定属于立法探索。12 月 25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 2019 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下称“报告”）提交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这已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听取该项工作报告。 

 

  报告在谈到地方立法探索时，以深圳经济特区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下称《条例》）举例。 

 

  南都记者关注到，《条例》从 2018年 5月 1日起正式实施。作为全国首个地方性食品安全监督条例，条例授权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食品质量、营养健康、过程控制等方面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广东省标准的深圳标准。 

 

  针对以营利为目的行为，《条例》将因生活所需购买商品的普通消费行为和以营利为目的的消费行为进行了明确

区分，明确了有关部门在对于这两类行为因食品安全问题发起的投诉举报时的处理方式。 

 

  在不引发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涉嫌犯罪前提下，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消费者委员会受理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投

诉举报时，只对普通消费行为予以保护。发现投诉人超出合理消费或者以索取赔偿、奖励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可以

终止调查，但同时将相关线索纳入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审查认为该规定属于在不违背上位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作出

的规定，属于经济特区法规的权限范围，应当允许探索；同时，建议制定机关立足于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总结相关

规定实施情况，适时研究完善。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5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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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242 号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9〕31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国办发〔2019〕44号）精神，指导各地建设无规定动物疫病小区，规范评估管

理活动，我部结合当前动物疫病防控实际，组织制定了《无规定动物疫病小区评估管理办法》，现予发布，自发布之

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农业农村部 

 

  2019年 12月 17日 

 

  附件：农业农村部公告 242号.ceb 

  
 

 

 

 

 

 

 

 

 

 

 

 

 

 

 

 

 

 

 

 

 

 

 

 

 

 

 

 

 

文章来源：农业农村部 

http://news.foodmate.net/tag_63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53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56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0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04.html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912/26/09-24-16-56-940446.ceb
http://www.moa.gov.cn/gk/tzgg_1/gg/201912/t20191225_63339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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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公开征求 2020年食品安全

监督抽检计划意见的公告 
为进一步提高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的靶向性和可操作性，市场监管总局在征求各有关部（委、局）、各级市场

监管部门、食品相关行业协会、技术机构等单位意见的基础上，组织起草了《2020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现将

计划中拟抽检食品、食用农产品的品种和项目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请将意见于 2019年 12月 30日 17:00前通过电

子邮件反馈至市场监管总局食品抽检司。 

 

  联 系 人：漆倩涯、胡雪艳 

 

  联系电话：010-88330484、010-53897415 

 

  邮    箱：spcjmsc@caiq.org.cn 

 

  附件：1.  2020年食品安全抽检品种、项目表 

 

  2.  2020 年食用农产品抽检品种、项目表 

 

  3.  意见反馈表 

 

 

  市场监管总局 

 

  2019年 12月 24日 

  

 

 

 

 

 

 

 

 

 

 

 

 

 

 

 

 

文章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24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372.html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912/25/08-06-26-26-940446.pdf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912/25/08-06-26-26-940446.pdf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912/25/08-06-36-28-940446.pdf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912/25/08-06-42-37-940446.docx
http://www.samr.gov.cn/hd/zjdc/201912/t20191224_3094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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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农业农村部关于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

范围和时间的通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8〕95

号）和《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的通

知》（农长渔发〔2019〕1 号）等有关规定，长江流域捕捞渔民按照国家和所在地相关政策开展退捕转产，重点水域

分类实行禁捕，现将相应范围和时间通告如下。 

  
  一、水生生物保护区 

  
  《农业部关于公布率先全面禁捕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名录的通告》（农业部通告〔2017〕6号）公布的长江

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 332 个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自 2020年 1月 1日 0时起，全面

禁止生产性捕捞。有关地方政府或渔业主管部门宣布在此之前实行禁捕的，禁捕起始时间从其规定。 

  
  今后长江流域范围内新建立的以水生生物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自建立之日起纳

入全面禁捕范围。 

  
  二、干流和重要支流 

  
  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是指《农业部关于调整长江流域禁渔期制度的通告》（农业部通告〔2015〕1 号）公布的有

关禁渔区域，即青海省曲麻莱县以下至长江河口（东经 122°、北纬 31°36′30″、北纬 30°54′之间的区域）的长

江干流江段；岷江、沱江、赤水河、嘉陵江、乌江、汉江等重要通江河流在甘肃省、陕西省、云南省、贵州省、四川

省、重庆市、湖北省境内的干流江段；大渡河在青海省和四川省境内的干流河段；以及各省确定的其他重要支流。 

  
  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除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以外的天然水域，最迟自 2021年 1月 1日 0

时起实行暂定为期 10年的常年禁捕，期间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此之前实施禁捕。

有关地方政府或渔业主管部门宣布在此之前实行禁捕的，禁捕起始时间从其规定。 

  
  三、大型通江湖泊 

  
  鄱阳湖、洞庭湖等大型通江湖泊除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以外的天然水域，由有关省级渔业

主管部门划定禁捕范围，最迟自 2021 年 1月 1日 0时起，实行暂定为期 10年的常年禁捕，期间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

生产性捕捞。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此之前实施禁捕。有关地方政府或渔业主管部门宣布在此之前实行禁捕的，禁捕起

始时间从其规定。 

  
  四、其他重点水域 

  
  与长江干流、重要支流、大型通江湖泊连通的其他天然水域，由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禁捕范围和时间。 

  
更多内容详见：农业农村部关于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范围和时间的通告 

 

 

 

 

 

文章来源：农业农村部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31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63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25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19/12/545588.html
http://www.moa.gov.cn/govpublic/CJB/201912/t20191227_63340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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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208 号（关于公布准

予延续注册的进口婴幼儿配方乳品境外生产

企业名单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原质检总局令第 145号发布，

海关总署令第 243号修订），海关总署对注册有效期截至 2019 年底的 10家进口婴幼儿配方乳品境外生产企业开展延

续注册工作。经审核，9家企业满足延续注册条件，决定准予延续注册（企业名单见附件 1）。 

  
  截至 2019年底，注册有效期届满，主动提出注销注册资格的生产企业 1家，其注册资格予以注销（企业名单见

附件 2）。注销注册资格的进口婴幼儿配方乳品境外生产企业，其 2020 年 1月 1日及以后生产的产品不得进口，202

0年 1月 1日前生产的产品，报关时保质期不足 3个月的不得进口。 

  
  特此公告。 

  
  附件：   1. 婴幼儿配方乳品生产企业延续注册名单.xls 

  
     2. 注销注册资格的婴幼儿配方乳品生产企业名单.xls 

  
  海关总署 

  
  2019年 12月 23日 

  
  公告正文下载链接： 

  
     海关总署关于公布准予延续注册的进口婴幼儿配方乳品境外生产企业名单的公告.doc 

  
     海关总署关于公布准予延续注册的进口婴幼儿配方乳品境外生产企业名单的公告.pdf 

 

 

 

 

 

 

 

 

 

 

 

 

 

 

 

 

 

文章来源：海关总署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95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504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1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67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95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95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51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514.html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912/24/08-27-32-11-1337121.xls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912/24/08-27-43-41-1337121.xls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912/24/08-28-00-17-1337121.doc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912/24/08-28-09-17-1337121.pdf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2480148/2796256/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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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泰国通报 11 月份国内食品质量安全抽检

结果 
食品伙伴网讯 泰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属机构食品局最新公布了 2019 年 11月的食品抽检检测结果，根据分析

检测结果，食品中存在苯甲酸和亚硝酸盐的含量不符合泰国食品添加剂法规的情况。因此，为了保护消费者，根据《食

品法》B.E.2522，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向公众公布食品检测结果。具体信息如下： 

 

样品采集时间 样品采集处 标签内容 检测结果 

2019年 1月 29

日 

Thip Deirada Compa

ny Limited 

（曼谷汗那瑶区拉敏

达街道 6号交叉路 6

号 295号） 

用透明塑料袋包装的鸡肉香肠

产品 

标签上写着“Thip Deirada 品

牌 熏制脆皮美味的鸡肉” 

由 Thip Deirada Company Lim

ited制造和分销（曼谷汗那瑶

区拉敏达街道6号交叉路6号 2

95号） 

1.苯甲酸含量为 1714mg/kg 

（法规没有规定此类食品中苯甲酸

的含量） 

2.亚硝酸含量为 103 mg / kg 

（法规规定，此类食品所允许的最

大量为 80mg/kg） 

（含量超过安全值（每日可接受的

摄入量）ADI） 

  
根据《食品法》B.E.2522中第 26 条第 1款和第 25条第 1款的相关规定，上述表格中检测出的物质，超出最大

允许量，涉嫌掺假，属于不纯净食物，对身体健康有害。根据《食品法》B.E.2522中第 58条相关规定，处 2年以下

监禁或 2万泰铢以下罚款或两者并施。 

 

 泰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建议公众谨慎购买上述食品。目前泰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在考虑对违法者采取进

一步的行动。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2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12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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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越南 Joint Cure保健食品涉嫌 

广告违法宣传被查 
食品伙伴网讯  据越南食品安全局官方消息：越南保健食品品牌 Joint Cure因涉嫌在多家网站如 jointcure

vietnam.online、hamara.com.vn/joint-cure、suckhoe24h.net.vn/chi-tiet/joint-cure 和 zenco.com.vn/joint-c

ure 等宣传产品具有药物性治疗作用而被查。 

 

    据悉，Joint Cure保健品是由位于越南胡志明市 Efirst Asia 有限公司生产的，其广告宣传违反了越南广告法

的相关规定并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性作用。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越南卫生部及卫生安全局就此事件发布警示：为确保身体健康，消费者切勿购买

上述保健食品。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0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9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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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俄罗斯对我国福建某水产公司产品实施

临时进口禁令 
      食品伙伴网讯  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检疫监督局 12月 20日消息：据该局当日发布的 № .ФС-АР-7/3204-7

号指令，宣布自 2020 年 1月 6日起对我国福建福清市某水产企业产品实施临时进口禁令，详情参考如下： 

 

编码 出口国 企业代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违规原因（检测/超标） 

1 中 国 

No.3500/02171 

Fuqing City Huasheng Aquatic 

Food Co., Ltd 

冷冻油鱼（胴体） 

FAO 61 
汞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73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9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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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一只蟹 500万日元！日本拍出天价螃蟹，

破世界纪录 
   中新网 12月 24日电 据日媒报道，12月 23日，日本东京举办了一场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仪式，一只螃蟹被认定

为“拍卖中成交的最贵螃蟹”。这只螃蟹曾于 11月 7日以 5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32万元）的高价成交。 

  
  据报道，11月 7日，在日本鸟取县鸟取市，一只名为“五辉星”的灰眼雪蟹以 500万日元的高价被拍卖。买下这

只“天价螃蟹”的是鸟取县当地的一家商店。这家商店的老板表示，“希望‘提到螃蟹就能想到鸟取’这个招牌，能

在（鸟取）县外的各地逐渐传开”。 

  
  报道称，这只天价灰眼雪蟹已经在东京银座的一家高级餐厅，作为 8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51万元）的套餐料

理被食客享用。 

  
  据介绍，鸟取县知事平井伸治也参加了 12 月 23日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仪式。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8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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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混进金属片？日本糖果业巨头紧急召回

128万杯冰淇淋 
  海外网 12月 24日电 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民众关注的焦点。近日，因产品中疑似混入异物问题，日本一家糖果

业巨头就紧急召回百万件冰淇淋制品。 

 

  据日本时事通讯社网站 24日报道，日本森永制果 24日宣布，在全国超市和商店等销售的杯装冰激凌“Sunday

杯（巴黎巧克力）”中，可能混入了数毫米左右的金属片，将自主回收 128万个相关产品。 

 

  据报道，到现在为止，尚未收到有人因此而影响健康的消息。此前，该公司收到顾客投诉称“有混入物”，经

调查后发现，是位于日本群马县伊势崎市的制造委托工厂零部件安装失误导致。 

 

  据悉，此次召回的产品杯子侧面有“群马工厂”字样、杯底生产批号“ AK”后面的两位分别印有“ 09”，“ 

10”和“ 11”。 这些产品于今年 9月下旬至 11月初制造，并在日本全国范围内销售。 

 

  据森永制果官网介绍，森永制果株式会社创立于 1899 年，是日本的知名食品企业之一，业务涉及糖果、巧克力、

饼干与冷饮等多个领域。 

 

 
 
 
 
 
 
 
 
 
 
 
 
 
 
 
 
 
 
 
 
 
 
 
 
 
 
 

文章来源：海外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1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8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1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1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35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5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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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菲律宾发生椰子酒集体中毒事件  

已致 11死 300人送医 
   中新网 12 月 24 日电 据外媒报道，菲律宾卫生及地方当局 23 日表示，至少有 11 人在饮用据信含有高浓度甲

醇的椰子酒后中毒死亡，有逾 300 人因此送医。 

 

  据报道，受害者全都参加了周末位于马尼拉东南方的黎萨镇（Rizal）举行的聚会，他们在饮用当地人称为“兰

班诺”（Lambanog）的椰子酒后抱怨胃痛。 

 

  位于马尼拉的菲律宾总医院（Philippine General Hospital）发言人暨医生罗沙里欧表示，有 9名受害者状况

危急。 

 

  罗沙里欧表示：“我们要求许多假日休假的医生回医院上班，照顾病人。”他还说，由于需要治疗大量有酒精

中毒症状的患者，意味着其他病患被拒之门外。 

 

  罗沙里欧指出，椰子酒发酵的副产品之一是甲醇，甲醇能导致失明和死亡。部分制造商保留甲醇，因为这意味

更大的产量及利润。 

 

  警方则指称，共有 300名受害者送医，所有人都饮用了在该地区购买的同种品牌椰子酒。 

 

  地方政府已立即禁止这种酒品的销售，这种酒品在圣诞连假期间需求量高。 

 

  据悉，市面上许多椰子酒都是当地人在后院生产。政府曾警告不得出售未经注册的酒饮。 

 

  去年，菲律宾有逾 10人因为饮用椰子酒死亡，政府监管机构发现其中一些样本甲醇含量很高。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71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71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12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50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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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波兰通报印度出口米糠油不合格 

食品伙伴网讯  据欧盟食品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消息，2019 年 12月 24日日，波兰通报来自印度的米

糠油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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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24 波兰 米糠油 2019.4643 
缩水甘油酯（3173+

/-920µg/kg） 

仅限通知国分销/退

出市场 

注意信息

通报 

  
  据了解，缩水甘油酯被发现存在于食用油脂中，是具有潜在致癌作用的油脂加工污染物。根据欧盟法规，缩水

甘油脂肪酸酯（glycidyl fatty acid esters）在植物油酯中的最大限量为 1000µg/kg。食品伙伴网提醒各出口企

业，要严格按照要求对产品进行检测，保证各种安全指标符合要求，确保产品的安全性。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7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75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24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24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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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韩国召回中国产未申报的冷冻辣椒 

食品伙伴网讯 12月 23日，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处（MFDS）发表消息称：韩国进口食品销售企业微笑通商（位于

京畿道利川市）从中国 QINGDAO PAPRIKA FOODS CO., LTD和 KAILU COUNTY PEPPER COLORFUL TRADER CO., LTD

进口、销售的冷冻辣椒（包括干辣椒）未进行进口申报，命令其停止销售并召回该产品。 

  
  召回对象：微笑通商企业进口、销售的所有辣椒产品。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6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95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50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69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95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04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04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9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3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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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日本饮食摄入量

标准》（2020版） 
食品伙伴网讯 12月 24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日本饮食摄入量标准》（2020版）。《日本饮食摄入量标准》

是基于《健康增进法》（2002 年第 103 号法案）第 16-2 条的规定，由厚生劳动大臣设定营养标准且每五年修订一

次。 

  
  根据这份报告，日本将于 2020年开始使用新标准（2020年版）。 

  
  【主要修订的要点】 

  
  一、实现充满活力的健康长寿社会 

  
  1.从促进营养措施的角度出发，按照详细的年龄分类设定 50岁以上的摄入标准。 

  
  2.从预防老年人身体虚弱的观点出发，65岁以上蛋白质来源能量占总能量的比值下限由 13%提升到 15%。 

  
  3.为从小就预防与生活方式有关的疾病，实施以下措施： 

  
   a. 关于饱和脂肪酸、钾，新设定了儿童目标量。 

  
   b. 关于钠（相当于食盐量），成人的目标剂量已降低 0.5g/天，并且已设定新的剂量低于 6g/天，以预防高血

压和慢性肾脏病（CKD）。 

  
   c. 关于胆固醇，新限量为每天少于 200mg 以预防血脂异常。 

  
  二。为了进一步推广政策规划 

  
  为了帮助使用饮食摄入标准的专业人员更好的了解，已为每种目标营养素设定了新的标准量。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8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3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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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2019 年 12 月美国 FDA 自动扣留我国食品

情况（12 月 25 日更新） 
  食品伙伴网讯  据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消息，12月份以来，美国 FDA对我国多家企业产品实施自动扣留。

具体信息如下： 

 

预警编号 发布日期 地区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不合格项目 

99-38 

2019-12-4 

福建漳州 
NANJING GAOLONG CO.,LTD.

OF FUJIAN PROVINCE 

谷物和蔬菜

产品等所有

酸化食品 

生产过程控制不

当 

99-19 
2019-12-5 

河南安阳 
NEIHUANG XINGLONG AGRICU

LTURAL PRODUCTS CO., LTD 
辣椒粉 沙门氏菌 

99-22 2019-12-13 广东广州 
Guangzhou Peninsula Food

 Co., Ltd. 

香橙坚果豆

沙 
未标示致敏原 

99-05 2019-12-17 山东青岛 
QINGDAO TIANHEFENG FOODS

 CO.,LTD. 
姜 噻唑膦 

99-32 2019-12-20 四川成都 
Cheng Du Ding Xin Indust

rial Co., Ltd. 

茶、奶酪和

酒精饮料等

所有食品 

拒绝接受 FDA检

查 

99-32 2019-12-23 山东青岛 
QINGDAO COLOR EXTRACT C

O., LTD 

谷物淀粉、

烘焙产品和

通心粉等所

有产品 

拒绝接受 FDA检

查 

  
  食品伙伴网提醒出口企业，严格按照要求进行食品生产加工，注意食品中农药残留、致病菌的存在及食品标签

的合规性，保证食品的合规性和安全性，规避出口产品被扣留的风险。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6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0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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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2019年 12月输日食品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

情况（12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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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4日 爆米花   GREAT WESTER

N,LLC 

美国 检出 溴

氰菊酯

（四溴菊

酯）0.39 

ppm 

横浜 大信実

業 株

式会社 

自主

检查 

2 12 月 4日 玉米   ITOCHU INTER

NATIonAL IN

C. 

美国 腐败、变

质、异臭

等 

東京 伊藤忠

商事 

株式会

社 

行政

检查 

3 12 月 4日 玉米   ITOCHU INTER

NATIonAL IN

C. 

美国 腐败、变

质、异臭

等 

東京 伊藤忠

商事 

株式会

社 

行政

检查 

4 12 月 4日 玉米   COLUMBIA GRA

IN INTERNATI

ONAL, LLC. 

美国 腐败、变

质、异臭

等 

東京 丸紅 

株式会

社 

  

5 12 月 4日 玉米   COLUMBIA GRA

IN INTERNATI

ONAL, LLC. 

美国 腐败、变

质、异臭

等 

東京 丸紅 

株式会

社 

行政

检查 

6 12 月 4日 无加热摄食冷

冻食品：冷冻

水煮贝类(BOI

LED FROZEN A

BALONE) 

CHUNGSANBAD

A CO.,LTD 

  韩国 使用基准

不合格

（苯甲酸

钠 对象

外使用） 

門司 株式会

社 Tru

e World

 Japan 

自主

检查 

 
更多内容详见: 2019 年 12 月输日食品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情况（12 月 23 日更新）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8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db.foodmate.net/shuri/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71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7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19/12/5449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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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日本基于 2019 年进口食品监控指导计划，

发布监控指导结果中期报告） 
食品伙伴网讯 2019年 12月 25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医药・卫生局基于 2019年进口食品监督指导计划，发布监控

指导结果中期报告。 

  
  以下是日本 2019 年 4月至 9月期间进口食品监控指导相关情况： 

  
  ○下表是进口申报・检验・违规情况（2019年 4月至 9月，初步数据）  

申报件数
※1
 

（件数） 

 进口重量
※1
 

（千吨） 

 检验件数
※2
 

（件数） 

 比例
※3
 

（%） 

 违规件数 

（件数） 

 比例
※3
 

（%） 

1,298,431 12,488 112,319 （34,55

8 
※4
） 

8.7 407 0.03 

（2018 年度检查结果） 

1,228,569 

12,197 103,262 8.4 385 0.03 

  

※1 不包括计划的进口货物（第一次通知除外） 

  
  ※2排除行政检查、注册检查机构检查和外国公共机构检查的总数中重复的数值 

  
  ※3 占通知件数的比例 

  
  ※4 跟检查命令有关的数值 

  
  ○下表是强化监控检查的项目※1（2019年 4月至 9月） 

目标国家 目标品种 检查项目 

全部国家 

生食用贝类海鲜（红贻贝，扇贝，

鸟贝及海胆） 

副溶血性弧菌最近似值
※2
 

生食用养殖比目鱼 寄生虫粘孢子虫四囊虫属
※3
 

中国 

红辣椒 多效唑 

枣 吡唑醚菌酯 

丙环唑 

胡萝卜 五氯硝基苯 

三唑醇 

葱 噻虫嗪 

未成熟带豆荚豌豆 烯唑醇 

荔枝 4-氯苯氧乙酸 

芥末 腐霉利 

  ※1 包含已解除命令检查的项目，不包含已转移到命令检查的项目。 

  
  ※2 嘉庆夏季检查实施检查了全部通知件数的 20%（2019年 6月至 10月） 

  
  ※3 年间计划有 598件 

更多内容详见：日本基于 2019年进口食品监控指导计划，发布监控指导结果中期报告）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8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90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8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95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95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19/12/5455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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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喝牛奶，适量才健康 

  营养丰富的牛奶，如果喝得太多，反而会物极必反。近日，美国科学家在《英国医学期刊》（BMJ）上发表了

一项研究称，过多摄入奶制品会显著影响身体健康，特别是全脂牛奶摄入量与总死亡率、心血管死亡率和癌症死亡

率的高风险相关。 

 

  消息一出，不少喜爱牛奶的公众感到恐慌。实际上，却大可不必为此担忧。研究指出，每天 4.2份的奶制品消

费才会显著影响身体健康。这里“一份”的标准为一杯 240毫升的脱脂/低脂牛奶/全脂牛奶；一汤匙（6克）奶油；

1/2 杯（120毫升）的冰激凌/雪糕/乳清干酪；30毫升奶油/奶酪。也就是说，每天喝 1.008 升牛奶；吃 25.2克奶

油；吃 2.1杯（540毫升）冰激凌/雪糕/乳清干酪；吃 126毫升奶油/奶类，才会影响到健康，而这种消费量在中国

明显很难达到。 

 

  此前，2010—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监测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平均每人每天奶类及其制品的摄入量为 24.

7克，远不及文中推荐量（1.5份）的十分之一。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系主任马冠生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虽然摄入过量牛奶及

奶制品会给身体健康带来不利影响，但是基于我国目前牛奶及奶制品的消费现状，还远远达不到过量摄入。相反，

我国居民奶制品的消费量还很低，还需增加牛奶及奶制品的摄入量。 

 

  喝奶切莫太“任性” 

 

  根据 BMJ的报道，此次研究数据来自美国的三项大型流行病学研究，共纳入 168153名女性和 49602名男性，

跟踪时间长达 32年。在这期间，有 51438名受试者离开了人世。其中，12143 名受试者因为心血管疾病去世，151

20 名受试者因为癌症去世。 

 

  科学家们对试验数据进行了仔细的整合、分析和校正后发现，每天 1.5份以上的奶制品消费有利于身体健康，

超过 2.8 份奶制品消费可能会对身体健康有些许不利，而达到每天 4.2份的奶制品消费就会显著影响身体健康，并

且心血管死亡风险和癌症死亡风险都有所升高。 

 

  实际上，无论什么食物，摄入过量到一定程度都可能产生负面效果，奶制品亦是如此。 

 

  牛奶按脱脂程度可划分为全脂和脱脂牛奶，脱脂牛奶中又分为半脱脂牛奶（低脂牛奶）和全脱脂牛奶（脱脂牛

奶）。马冠生表示，牛奶是钙的良好来源，适量摄入牛奶可以起到预防骨质疏松的作用，但如果长期过量饮用牛奶，

尤其是全脂牛奶，从牛奶中过量摄入的蛋白质和胆固醇会影响钙在体内的保留，并且会使骨沉积减少，反而容易引

发骨质疏松。 

 

  有报道显示，骨质疏松发病率高的国家正是那些牛奶和奶制品消费高的国家，如美国、瑞典、芬兰等，而饮食

中乳制品消费少的亚洲国家，骨质疏松的发病率则较低。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研究也发现，青少年时期大

量摄入牛奶并不能降低老年后的髋部骨折发生风险。 

 

更多内容详见：喝牛奶，适量才健康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报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3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6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51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51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0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19/12/5449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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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西媒：辣椒不仅调味还能延年益寿 

  参考消息网 12月 22日报道 西媒称，《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周刊 12月 16日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定期在饮

食中加入适量辣椒可以降低因心脏病发作或中风而导致死亡的风险。 

  
  据埃菲社 12月 16日报道，这项在意大利展开的研究的主要作者、流行病学家玛利亚劳拉·博纳乔指出：“一

个有趣的事实是，利用辣椒降低疾病风险与人们所遵循的饮食类型无关。” 

  
  她表示：“换句话说，一个人可以遵循健康的地中海饮食，或者也可以并没有吃那么多健康食品，但对所有人

来说，辣椒都能起到一种保护作用。” 

  
  报道称，几个世纪以来，辣椒种植种类繁多，在全世界被广泛食用，其所谓的健康功效广为人知，这归因于所

有各种类型的辣椒中都含有一种被称为辣椒素的物质。 

  
  报道还称，辣椒原产于墨西哥，自公元前 7500年以来就存在于人类饮食中，是美洲种植的最古老的作物之一。 

  
  报道指出，辣椒的类型从最甜的到最辣的，应有尽有，是世界很多国家主要美食中的基本元素，如墨西哥、秘

鲁、泰国和印度。 

  
  报道还指出，自 15世纪以来，辣椒这种蔬菜已成为全球贸易的一部分，目前全球青椒产量已经超过 3500万吨，

干辣椒产量已超 400万吨。 

 

  博纳乔领导的这项研究对意大利罗马东南部的莫利塞区的平均年龄为 35岁的 22811名居民进行了 8年的跟踪研

究，在此期间，共有 1236人死亡。 

  
  研究人员在比较了他们的饮食习惯后发现，与不吃辣椒的人相比，每周食用 4次以上辣椒的人因心脏病发作死

亡的风险降低了 40%，因脑血管问题死亡的风险降低了近一半。 

  
  瓦雷泽大学流行病学系主任利西亚·亚科维耶洛指出：“辣椒是我们烹饪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几个世纪以来，

食用辣椒带来了各种益处。” 

  
  博纳乔强调，在各种证据的基础上运用严格的科学方法得出结论，“尽管全世界辣椒的食用方式不尽相同，但

都可以发挥保护我们健康的作用”。 

  

 
 
 
 
 
 
 
 
 
 

 文章来源：参考消息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6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3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3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0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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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中美合作科研成果有助玉米增产 

新华社华盛顿 12月 23日电 中美研究人员参与的一个团队近日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报告说，他们成

功解析了玉米细胞一个重要信号开关分子——G蛋白对玉米发育及免疫信号的双重调控机制，为提高玉米产量提供

指导。 

 

  G蛋白是对细胞信号传导起重要作用的开关分子，由α、β、γ三个亚基组成。此前研究表明，G蛋白分子对

植物的分生组织发育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而对玉米等农作物来说，分生组织发育情况决定了影响单产的果穗形态

等，因此研究玉米 G蛋白分子调控机制对玉米增产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该领域存在诸多瓶颈，尤其是对 Gβ亚基的研究。由于玉米等单子叶植物敲除了 Gβ亚基相关的基因就会

死亡，导致无法对其功能进行深入解析。 

 

  在最新研究中，中国农业科学院、山东大学和美国冷泉港实验室等多家机构研究人员参与的团队首先确认，玉

米 Gβ亚基基因突变致死是由自体免疫所致，随后通过遗传筛选，使发生 Gβ亚基基因突变的玉米在特定条件下“起

死回生”，并首次展现其发育表型。团队通过关联分析发现，Gβ亚基基因与玉米穗的行数这一重要性状显著关联。 

 

  研究人员表示，这一研究不但能帮助理解植物 G蛋白分子的信号传导功能，也为优化发育和免疫平衡、提高玉

米及其他作物的综合产量提供重要依据。 

 
 
 
 
 
 
 
 
 
 
 
 
 
 
 
 
 
 
 
 
 
 
 
 
 

文章来源：新华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6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31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85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7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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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环保概念促生食物新品种蟑螂乳汁有兴趣

尝一下？ 
   从蟑螂乳汁到再生水酿造的啤酒，花色繁多的饮食新品种在 2019年面世或走红。它们或许口味各异、材料不同，

却都以环保、生态概念为主要卖点。 

 

  路透社 24日报道回顾 2019年食物新品种发展趋势，发现随着麦当劳、汉堡王等快餐连锁店推出植物蛋白烹制

的汉堡，弹性素食成为更多消费者的饮食选择。蟑螂乳汁、配蚕蛹的香草冰淇淋等食品出现则显示，昆虫有朝一日

有望成为人类摄取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之一。在这之前，不少国家和地区已经建起“昆虫农场”，尝试开辟更经济、

优质的蛋白质供给来源。 

 

  目前，全球七成以上食物以 12种植物和 5种动物为原材料，开发多样化的食物原料迫在眉睫。一些富含维生素、

适应气候变化的新物种因此得到研究人员和厨师青睐，走上餐桌，包括印度小米、危地马拉产的玛雅菠菜和亚马孙

雨林的巴巴苏仁油。 

 

  还有一些新饮食致力减少浪费、回收利用，例如用再生水酿造的啤酒或用剩牛奶、干果壳、咖啡渣等原料制成

的鸡尾酒“垃圾提基”。为减少塑料使用，还有一些食品摇身变为餐具，例如用麦麸做成的餐盘和用意大利空心面

做的吸管。  

 

 

 

 

 

 

 

 

 

 

 

 

 

 

 

 

 

 

 

 

 

 

 

 

 

 

 

文章来源：新华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9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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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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fanyi@foodmat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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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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会议预告 
2 月 29-3 月 1 日  广州      2020 第三届中国广州国际食品安全检测技术高峰论坛暨新技术新产品展 
3 月 15-16 日     上海      2020 第三届食品科技创新论坛 
3 月 16-18 日     珠海      关于参加 2020 中国蜂产品行业国际大会的邀请函 
9 月 19 日        广州      2020 第六届国际进出口食品政策与法律法规交流会  
 
2020 年展会预告： 
 
1 月 7-22 日       西安       2020 第十八届西安年货会 
1 月 11-19 日      烟台       2020·第十届烟台新春年货采购会 
1 月 11-20 日      威海       2020 第十三届威海年货年礼采购节 
1 月 11-20 日      天津       2020 天津梅江年货展销会 
2 月 21-23 日      郑州       2020 中国（郑州）食品博览会 
2 月 26-27 日      运城       2020 山西（运城）智慧农业展览会 
2 月 26-28 日      广州       2020 广州国际工业自动化技术及装备展览会 
2 月 27-29 日      广州       2020 大湾区国际优质农产品交易会 
3 月 1-4 日        上海       2020 上海华交会 
3 月 4-6 日        北京       2020 北京第十八届中国国际科学仪器及实验室装备展览会  
3 月 4-6 日        广州       2020 亚太生鲜配送及冷链技术设备展览会 
3 月 4-6 日        广州       2020 广州国际玻璃工业技术展览会 

3 月 6-8 日        武汉       2020 第四届武汉国际幼教产业博览会 

3 月 12-14 日      上海       2020 CHINA FOOD 上海国际餐饮美食加盟展 

3 月 17-19 日      上海       第二十四届中国国际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展览会 

3 月 19-21 日      深圳       CCH2020 国际餐饮连锁加盟展览会 

3 月 20-22 日      合肥       2020 中国安徽连锁加盟投资创业博览会 

3 月 23-25 日      武汉       2020 武汉国际新零售社交电商博览会 
3 月 26-28 日    呼和浩特市   2020 年第十四届内蒙古乳业博览会暨高峰论坛 

4 月 1-30 日       西安       第十二届中国（西安）国际食品博览会暨丝绸之路特色食品展 

4 月 9-10 日       长沙       2020 第十三届湖南国际农资交易会  

4 月 15-17 日      北京       2020 第 13 届中国国际高端健康饮用水产业（北京）博览会 

4 月 15-17 日      银川       第二届中国（银川）国际奶业展览会暨论坛 

食品伙伴网展会推荐 

http://www.foodmate.net/hyhy/show.php?itemid=763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752.html
http://www.foodmate.net/hyhy/show.php?itemid=770
http://www.foodmate.net/hyhy/show.php?itemid=772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39.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592.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29.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11.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756.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56.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565.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36.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78.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544.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596.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18.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496.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504.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32.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17.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562.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735.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702.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98.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38.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25.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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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6-18 日      上海       2020 上海社区团购博览会 

4 月 17-19 日      武汉       2020 全国休闲食品及糖果博览会（武汉站） 
4 月 17-19 日      合肥       2020 中国坚果炒货食品展暨中外坚果炒货食品（春季）大型采供洽谈会 

4 月 18-20 日      西安       2020 第 8 届西安国际孕婴童产业博览会 

4 月 18-20 日      沈阳       2020 第 34 届沈阳加盟连锁展览会 

4 月 22-24 日      沈阳       2020 沈阳糖酒会（第 25 届） 

4 月 23-25 日      北京       2020 年第 4 届中国餐饮采购展览会 
4 月 24-26 日      天津       2020 第四届天津国际餐饮食材展览会 
4 月 26-27 日     哈尔滨      第二十七届（2020）东北三省畜牧业交易博览会 
4 月 28-29 日      济南       2020 第十四届山东国际科学仪器仪表及实验室装备展览会暨学术交流大会 
5 月 7-9 日        上海       2020 上海国际烘焙展览会 
5 月 8-10 日       合肥       2020 第 20 届中国（安徽）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5 月 9-10 日      石家庄      2020【汇成】第二十五届河北省糖酒食品交易会 
5 月 9-11 日       长春       2020 长春糖酒会（第 26 届） 
5 月 9-11 日       厦门       2020 第八届中国·厦门孕婴童产业博览会 
5 月 10-12 日      临沂       2020 第十一届中国（临沂）国际糖酒商品交易会 

5 月 14-16 日      上海       第四届上海·全国优质农产品博览会  

5 月 15-17 日      贵阳       2020 贵州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5 月 15-17 日      长沙       仁创·2020 第二十届中部（湖南）糖酒食品交易会 

5 月 16-18 日      深圳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CIMAE 2020）  

5 月 19-21 日      武汉       2020 第六届武汉国际电子商务暨“互联网＋”产业博览会 
5 月 20-22 日      广州       第 11 届中国（广州）酒店餐饮业博览会暨餐饮食材、水产冻品、肉类食品展览会 
5 月 20-22 日      广州       2020 第二十四届中国烘焙展览会  
5 月 21-23 日      广州       2020 世界食品广州展 
5 月 21-23 日      广州       Interwine China 2020 中国（广州）国际名酒展-春季展 

5 月 22-24 日      郑州       第十九届欧亚·中国（郑州）国际酒店用品博览会 

5 月 22-24 日      济南       2020 第 14 全国食品博览会暨食品机械展览会 

5 月 26-28 日      广州       2020 中国（广州）国际物流装备与技术展览会  
5 月 29-31 日      青岛       2020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食品加工和包装机械展览会 
6 月 3-5 日        广州       2020 第 20 届广州国际营养品·健康食品及有机产品展览会 
6 月 4-6 日        上海       2020 第六届上海国际水产海鲜展览会 

6 月 4-6 日        杭州       2020 年第五届中国浙江餐饮业供应链博览会 
6 月 4-6 日        北京       AME2020 亚洲机械制造工业博览会 
6 月 9-11 日       武汉       仁创·2020 第十三届中部（武汉）糖酒食品交易会 
6 月 12-14 日      沈阳       2020 第五届辽宁(沈阳)国际孕婴童产品博览会 
6 月 13-15 日      南京       第二届兽医检测诊断大会 
6 月 14-16 日      深圳       2020 第十二届深圳国际品牌特许加盟展暨餐饮产业链及配套服务博览会 
6 月 17-19 日      南京       2020 年第十五届中国（南京）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高峰论坛 
6 月 20-22 日      青岛       2020 中国(青岛)国际进口产业博览会（QIIE 青岛进博会） 
6 月 22-24 日      上海       Foodpack China 2020 上海国际食品加工与包装机械展 
6 月 26-27 日      合肥       2020 第九届中国安徽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 
7 月 3-5 日      呼和浩特     第十六届内蒙古食品(糖酒)博览会 
7 月 2-5 日        成都       2020 年海名第九届成都餐饮供应链博览会 
7 月 16-18 日      南京       2020 世界水果产业博览会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705.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06.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727.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599.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35.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79.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22.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580.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706.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719.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529.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729.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53.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80.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563.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738.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34.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701.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737.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540.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723.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13.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21.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69.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741.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75.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722.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732.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55.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62.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554.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61.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574.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744.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595.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99.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707.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755.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97.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700.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560.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728.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93.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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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7-19 日      上海       2020 第六届上海国际亲子博览会 

7 月 17-21 日      青岛       CIPI 2020 第十六届中国(青岛)国际包装工业展览会 

7 月 25-26 日      南京       2020 江苏农博会-南京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 
8 月 5-7 日        南京       2020 第八届中国（南京）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8 月 8-10 日       临沂       2020 山东临沂春季糖酒会 
8 月 8-9 日      乌鲁木齐     2020 新疆丝路农产品加工与包装技术展览会 

8 月 20-22 日    乌鲁木齐     2020 中国(乌鲁木齐)国际酒店用品、餐饮业用品展览会  
8 月 26-28 日      上海       2020 第八届上海国际生物发酵产品与技术装备展览会 
8 月 26-28 日      上海       2020 上海国际生化仪器、实验室及试剂耗材展览会 
8 月 26-28 日      上海       2020 第 15 届上海国际渔业博览会 
9 月 17-19 日      广州       2020 第六届中国国际食品、肉类及水产品展览会 
9 月 23-25 日      天津       2020 世界食品天津展暨 2020 天津餐饮设备及食材供应链博览会 
9 月 24-26 日      广州       2020 年第六届中国(广州)国际渔业博览会 
10 月 15-17 日     西安       海名 2020 第七届西安餐饮供应链展览会 
11 月 19-21 日     深圳       2020 深圳国际渔业博览会 
   

 

展会联系： 

电话：0535-2129305 

传真：0535-2129828 

邮箱：expo@foodmate.net 

QQ：1804696922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564.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742.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750.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730.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23.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714.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747.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52.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712.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63.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720.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743.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650.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745.html
http://www.foodmate.net/exhibit/show-37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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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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六角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诸城市晨励机械科技有限公司—食品机械 

甘肃益生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添加剂配料 

兰州沃特莱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添加剂配料 

山东小康机械有限公司—食品包装机械 

宁波瑞柯伟业仪器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杭州迅数科技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靖江中威食品机械有限公司—食品机械 

上海酶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本元大健康科技产业（广东）有限公司—功能食品 

南京寿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食品机械 

宁陕国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添加剂配料 

潍坊科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食品机械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检测机构 

杭州陆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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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iz.foodmate.net/
http://ljt2011.foodmate.net/
http://chenlijixie.foodmate.net/
http://aabbccddffee123456.foodmate.net/
http://lzwotelaisi.foodmate.net/
http://xiaokang.foodmate.net/
http://lxtester.foodmate.net/
http://shineso88.foodmate.net/
http://zoneway.foodmate.net/
http://mkbio.foodmate.net/
http://bydjk.foodmate.net/
http://shouwang.foodmate.net/
http://nsgs2018.foodmate.net/
http://gary1204.foodmate.net/
http://nacc.foodmate.net/
http://hzlhsw.foodmate.net/
http://biz.foodmate.net/
mailto:ec@foodmat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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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培训平台 

聚集食品行业线下培训会议活动，为参会、办会者提供双向服务。 

为用户提供食品行业全面、专业的会议培训，找会报名更方便。 

为主办方提供活动发布、营销推广，引进嘉宾更容易。 

会议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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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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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高佩佩 

电话：0535-2122281 

邮箱：ctc@foodmate.net 

Q Q :  3416988473 

手机：15376602038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通世南路 229号 

 

 

食品伙伴网 2020年 1月-12月份培训信息汇总 

2020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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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 2020/1/5 

2 关于举办国家职业资格“农产品食品检验员”培训考试的通知 
石 家

庄 
2天 2020/1/3 2019/1/4 

3 食品防护计划 大连 1天 2020/1/3 2020/1/3 

4 关于召开“2020第二届肠道微生态健康研究与新型营养食品开发创新交流会” 上海 3天 2020/1/4 2020/1/6 

5 关于举办“质量检验经理”培训班的通知 济南 4天 2020/1/5 2020/1/8 

6 关于举办“质量检验专业技术人员” 培训班通知 广州 3天 2020/1/5 2020/1/7 

7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 南宁 3天 2020/1/6 2020/1/8 

8 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昆明 3天 2020/1/6 2020/1/8 

9 食品加工厂的前提方案及其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系统的建立 上海 2天 2020/1/6 2020/1/8 

10 食品加工厂的前提方案及其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系统的建立 上海 2天 2020/1/6 2020/1/8 

11 BRCGS《食品安全全球标准》第八版内审员培训 上海 2天 2020/1/7 2020/1/8 

12 
GB 2763-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及相关检测方法

与技术培训班 
上海 2天 2020/1/7 2020/1/8 

13 BRCGS《食品安全全球标准》第八版内审员培训 上海 2天 2020/1/7 2020/1/8 

14 关于举办“质量检验经理”培训班的通知 广州 4天 2020/1/7 2020/1/10 

15 FSPCA人类食品预防控制措施（FDA认可的 PCQI课程） 广州 3天 2020/1/8 2020/1/10 

16 FSPCA人类食品预防控制措施（FDA认可的 PCQI课程） 深圳 3天 2020/1/8 2020/1/10 

食品伙伴网培训中心培训信息 

 

更多行业会议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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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 青岛 3天 2020/1/8 2020/1/10 

18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 北京 3天 2020/1/8 2020/1/10 

19 虫害防控 天津 3天 2020/1/8 2020/1/10 

20 
2018 年关于举办新版“GB/T15496-2017 企业标准体系系列标准及标准编写规则”

培训班通知 
三亚 4天 2020/1/8 2020/1/11 

21 微生物发酵菌种选育与培养基优化专题会暨专家答疑指导交流会 郑州 3天 2020/1/9 2020/1/11 

22 微生物发酵菌种选育与培养基优化专题会暨专家答疑指导交流会 郑州 3天 2020/1/9 2020/1/11 

23 食品质量管理师人才资格认证公告 上海 3天 2020/1/9 2020/1/11 

24 食品安全管理师人才资格认证公告 上海 3天 2020/1/9 2020/1/11 

25 公共营养师技能人才资格认证公告 上海 3天 2020/1/9 2020/1/11 

26 IECQ HSPM QC 080000：2012 危害物质管理体系内审员开班公告 上海 3天 2020/1/9 2020/1/11 

27 关于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公告 上海 3天 2020/1/9 2020/1/11 

28 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内审员开班公告 上海 3天 2020/1/9 2020/1/11 

29 ISO9001:2015 内审员开班公告 上海 3天 2020/1/9 2020/1/11 

30 32 大类食品出厂检验技术培训公告 上海 3天 2020/1/9 2020/1/11 

31 
关于印发 2020 年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内审员及管理层质量、技术负责人和授权签

字人培训班的通知 
厦门 4天 2020/1/10 2020/1/13 

32 动物食品/饲料预防控制措施（PCQI）培训 上海 3天 2020/1/10 2020/1/12 

33 中国食育研究与实践高峰论坛第三轮通知 沈阳 1天 2020/1/12 2020/1/12 

34 食品质量管理师人才资格认证公告 广州 3天 2020/1/12 2020/1/14 

35 食品安全管理师人才资格认证公告 广州 3天 2020/1/12 2020/1/14 

36 公共营养师技能人才资格认证公告 广州 3天 2020/1/12 2020/1/14 

37 IECQ HSPM QC 080000：2012 危害物质管理体系内审员开班公告 广州 3天 2020/1/12 2020/1/14 

38 关于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公告 广州 3天 2020/1/12 2020/1/14 

39 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内审员开班公告 广州 3天 2020/1/12 2020/1/14 

40 ISO9001:2015 内审员开班公告 广州 3天 2020/1/12 2020/1/14 

41 32 大类食品出厂检验技术培训公告 广州 3天 2020/1/12 2020/1/14 

42 
关于印发 2020 年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内审员及管理层质量、技术负责人和授权签

字人培训班的通知 
贵阳 4天 2020/1/13 2020/1/16 

43 China HACCP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内审员 广州 3天 2020/1/13 2020/1/15 

44 China HACCP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内审员 重庆 3天 2020/1/13 2020/1/15 

45 China HACCP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内审员 长沙 3天 2020/1/13 2020/1/15 

46 食品行业供应商审核 
哈 尔

滨 
2天 2020/1/13 2020/1/14 

47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 上海 3天 2020/1/15 2020/1/17 

48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 厦门 3天 2020/1/15 2020/1/17 

49 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 合肥 3天 2020/1/15 2020/1/17 

50 HACCP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内审员培训 青岛 3天 2020/1/15 2020/1/17 

51 关于举办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能力提升研讨班的通知 武汉 4天 2020/1/15 2020/1/18 

52 进口食品通关业务申报及标签合规专题培训（第 1期） 上海 半天 2020/1/15 2020/1/15 

53 关于举办《食品研发工程师》职业技能等级鉴定培训通知 广州 3天 2020/1/16 2020/1/18 

54 食品行业供应商审核 天津 2天 2020/1/20 20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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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月份 

序

号 

培训会议名称 
地点 

周

期 

开始时间 到期时间 

1 食品质量管理师人才资格认证公告 成都 3天 2020/2/18 2020/2/20 

2 食品安全管理师人才资格认证公告 成都 3天 2020/2/18 2020/2/20 

3 公共营养师技能人才资格认证公告 成都 3天 2020/2/18 2020/2/20 

4 IECQ HSPM QC 080000：2012 危害物质管理体系内审员开班公告 成都 3天 2020/2/18 2020/2/20 

5 关于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公告 成都 3天 2020/2/18 2020/2/20 

6 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内审员开班公告 成都 3天 2020/2/18 2020/2/20 

7 ISO9001:2015 内审员开班公告 成都 3天 2020/2/18 2020/2/20 

8 32 大类食品出厂检验技术培训公告 成都 3天 2020/2/18 2020/2/20 

9 第 19届日本餐饮深度考察培训--休闲餐·简餐与精细化运营管理 日本 9天 2020/2/19 2020/2/27 

10 食品质量管理师人才资格认证公告 杭州 3天 2020/2/21 2020/2/23 

11 食品安全管理师人才资格认证公告 杭州 3天 2020/2/21 2020/2/23 

12 公共营养师技能人才资格认证公告 杭州 3天 2020/2/21 2020/2/23 

13 IECQ HSPM QC 080000：2012 危害物质管理体系内审员开班公告 杭州 3天 2020/2/21 2020/2/23 

14 关于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公告 杭州 3天 2020/2/21 2020/2/23 

15 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内审员开班公告 杭州 3天 2020/2/21 2020/2/23 

16 ISO9001:2015 内审员开班公告 杭州 3天 2020/2/21 2020/2/23 

17 32 大类食品出厂检验技术培训公告 杭州 3天 2020/2/21 2020/2/23 

18 食品质量管理师人才资格认证公告 厦门 3天 2020/2/24 2020/2/26 

19 食品安全管理师人才资格认证公告 厦门 3天 2020/2/24 2020/2/26 

20 公共营养师技能人才资格认证公告 厦门 3天 2020/2/24 2020/2/26 

21 IECQ HSPM QC 080000：2012 危害物质管理体系内审员开班公告 厦门 3天 2020/2/24 2020/2/26 

22 关于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公告 厦门 3天 2020/2/24 2020/2/26 

23 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内审员开班公告 厦门 3天 2020/2/24 2020/2/26 

24 ISO9001:2015 内审员开班公告 厦门 3天 2020/2/24 2020/2/26 

25 32 大类食品出厂检验技术培训公告 厦门 3天 2020/2/24 2020/2/26 

26 
关于印发 2020年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内审员及管理层质量、技术负责人和授权

签字人培训班的通知 
临汾 4天 2020/2/26 2020/2/29 

27 关于举办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政府事务公关应对研讨班的通知 武汉 4天 2020/2/26 2020/2/29 

28 食品质量管理师人才资格认证公告 广州 3天 2020/2/27 2020/2/29 

29 食品安全管理师人才资格认证公告 广州 3天 2020/2/27 2020/2/29 

30 公共营养师技能人才资格认证公告 广州 3天 2020/2/27 2020/2/29 

31 IECQ HSPM QC 080000：2012 危害物质管理体系内审员开班公告 广州 3天 2020/2/27 2020/2/29 

32 关于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公告 广州 3天 2020/2/27 2020/2/29 

33 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内审员开班公告 广州 3天 2020/2/27 2020/2/29 

34 ISO9001:2015 内审员开班公告 广州 3天 2020/2/27 2020/2/29 

35 32 大类食品出厂检验技术培训公告 广州 3天 2020/2/27 2020/2/29 

 

2020年 3-12 月份 

序号 培训会议名称 地点 周期 开始时间 到期时间 

1 关于举办 RB/T 141-2018 简便评定测量不确定度新方法培训班通知 西宁 4天 2020/3/3 2020/3/6 

2 2020年 3月期啤酒精酿师培训课程 北京 10天 2020/3/4 202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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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举办天平衡器新规程与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快速维（检）修及现场实际操

作宣贯培训班的通知 
杭州 3天 2020/3/4 2020/3/6 

4 产品感官评定分析体系培训通知 北京 2天 2020/3/5 2020/3/6 

5 
关于举办天平衡器新规程与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快速维（检）修及现场实际操

作宣贯培训班的通知 

哈 尔

滨 
3天 2020/3/11 2020/3/13 

6 关于参加第三届食品科技创新论坛暨 2020 大健康食品发展论坛的邀请函 上海 2天 2020/3/15 2020/3/16 

7 关于参加 2020中国蜂产品行业国际大会的邀请函 珠海 3天 2020/3/16 2020/3/18 

8 
2020 中国数字农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CDAS2020）暨植保先进农业技术装备

展示会 
合肥 2天 2020/3/18 2020/3/19 

9 关于印发 2020年“仪器设备管理及内部校准与期间核查培训计划”的通知 珠海 4天 2020/3/19 2020/3/22 

10 第 85期食品微生物检验实际操作培训班-杭州 杭州 4天 2020/3/21 2020/3/24 

11 第 84期食品微生物检验实际操作培训班-广州 广州 4天 2020/3/21 2020/3/24 

12 
关于印发 2020 年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内审员及管理层质量、技术负责人和授

权签字人培训班的通知 
深圳 4天 2020/3/22 2020/3/25 

13 
关于印发 2020 年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内审员及管理层质量、技术负责人和授

权签字人培训班的通知 
武汉 4天 2020/3/25 2020/3/28 

14 CFQM 2020第二届全国食品行业质量管理与技术论坛 苏州 2天 2020/3/25 2020/3/26 

15 2020 生物治疗产业大会暨展览会 北京 2天 2020/3/28 2020/3/29 

16 IBS2020 第八届中国国际生物质能源高峰论坛 北京 2天 2020/4/9 2020/4/10 

17 关于举办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政府事务公关应对研讨班的通知 南京 4天 2020/4/10 2020/4/13 

18 
关于印发 2020 年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内审员及管理层质量、技术负责人和授

权签字人培训班的通知 

石 家

庄 
4天 2020/4/16 2020/4/19 

19 第 86期食品微生物检验实际操作培训班-烟台 烟台 4天 2020/4/18 2020/4/21 

20 
关于印发 2020 年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内审员及管理层质量、技术负责人和授

权签字人培训班的通知 
西宁 4天 2020/4/19 2020/4/22 

21 第二届果蔬类功能食品开发及产业发展大会暨新技术、新产品展览会 济南 3天 2020/4/24 2020/4/26 

22 关于印发 2020年“仪器设备管理及内部校准与期间核查培训计划”的通知 腾冲 4天 2020/5/21 2020/5/24 

23 
关于印发 2020 年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内审员及管理层质量、技术负责人和授

权签字人培训班的通知 
昆明 4天 2020/5/24 2020/5/27 

24 
关于印发 2020 年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内审员及管理层质量、技术负责人和授

权签字人培训班的通知 
兰州 4天 2020/6/15 2020/6/18 

25 第 20届日本餐饮深度考察培训-日本小餐饮标准化+供应链（总裁班） 日本 9天 2020/6/17 2020/6/25 

26 
关于印发 2020 年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内审员及管理层质量、技术负责人和授

权签字人培训班的通知 

哈 尔

滨 
4天 2020/6/18 2020/6/21 

27 关于举办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政府事务公关应对研讨班的通知 郑州 4天 2020/6/26 2020/6/29 

28 
关于印发 2020 年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内审员及管理层质量、技术负责人和授

权签字人培训班的通知 

乌 鲁

木齐 
4天 2020/7/16 2020/7/19 

29 
关于印发 2020 年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内审员及管理层质量、技术负责人和授

权签字人培训班的通知 
长春 4天 2020/7/19 2020/7/22 

30 关于举办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政府事务公关应对研讨班的通知 
呼 和

浩特 
4天 2020/7/24 2020/7/27 

31 
关于印发 2020 年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内审员及管理层质量、技术负责人和授

权签字人培训班的通知 
包头 4天 2020/8/17 2020/8/20 

32 关于印发 2020年“仪器设备管理及内部校准与期间核查培训计划”的通知 
呼 和

浩特 
4天 2020/8/19 2020/8/22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31.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31.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23.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31.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31.html
http://www.foodmate.net/hyhy/show.php?itemid=775
http://www.foodmate.net/hyhy/show.php?itemid=770
http://www.foodmate.net/hyhy/show.php?itemid=776
http://www.foodmate.net/hyhy/show.php?itemid=776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90.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25.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27.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9.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9.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9.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9.html
http://www.foodmate.net/hyhy/show.php?itemid=779
http://www.foodmate.net/hyhy/show.php?itemid=774
http://www.foodmate.net/hyhy/show.php?itemid=767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16.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8.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8.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26.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8.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8.html
http://www.foodmate.net/hyhy/show.php?itemid=778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90.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8.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8.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8.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8.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28.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8.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8.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16.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7.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7.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7.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7.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16.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7.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7.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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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关于印发 2020 年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内审员及管理层质量、技术负责人和授

权签字人培训班的通知 
天津 4天 2020/8/22 2020/8/25 

34 关于举办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政府事务公关应对研讨班的通知 厦门 4天 2020/9/18 2020/9/21 

35 
关于印发 2020 年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内审员及管理层质量、技术负责人和授

权签字人培训班的通知 
银川 4天 2020/9/21 2020/9/24 

36 
关于印发 2020 年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内审员及管理层质量、技术负责人和授

权签字人培训班的通知 
青岛 4天 2020/9/24 2020/9/27 

37 
关于印发 2020 年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内审员及管理层质量、技术负责人和授

权签字人培训班的通知 
南京 4天 2020/10/21 2020/10/24 

38 
关于印发 2020 年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内审员及管理层质量、技术负责人和授

权签字人培训班的通知 
北京 4天 2020/10/26 2020/10/29 

39 
关于印发 2020 年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内审员及管理层质量、技术负责人和授

权签字人培训班的通知 
合肥 4天 2020/11/13 2020/11/16 

40 
关于印发 2020 年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内审员及管理层质量、技术负责人和授

权签字人培训班的通知 
海口 4天 2020/11/17 2020/11/20 

41 关于印发 2020年“仪器设备管理及内部校准与期间核查培训计划”的通知 海口 4天 2020/11/20 2020/11/23 

42 关于举办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政府事务公关应对研讨班的通知 长沙 4天 2020/11/20 2020/11/23 

43 
关于印发 2020 年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内审员及管理层质量、技术负责人和授

权签字人培训班的通知 
杭州 4天 2020/12/15 2020/12/18 

44 
关于印发 2020 年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内审员及管理层质量、技术负责人和授

权签字人培训班的通知 
上海 4天 2020/12/18 2020/12/21 

45 关于举办农产品食品检验员报考的通知 
全 国

开班 
2天 全年开班 

46 2019年健康管理师职业技能培训 合肥 
1 个

月 
全年开班 

47 2019年营养师职业技能培训 合肥 
1 个

月 
全年开班 

48 关于举办食品检验员培训的通知 重庆 
随 时

开班 
全年开班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7.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7.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16.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7.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7.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7.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7.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6.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6.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6.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6.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6.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6.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6.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6.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5.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16.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6.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6.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6.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6.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306.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118.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117.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241.html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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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科学事务专员 
江苏太子乳业有限公司-质量主管 
广州持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工厂厂长/生产总监 
广州市领航食品投资有限公司-研发项目管理主管 
浙江原点食品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 
云南中科雨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质量控制工程师 
北京易思天图科技有限公司-饮品研发 
江苏凯普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兼职验货员（宁波，台州，嘉兴，湖州，安徽） 
希杰福味园（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蛋糕师 
芜湖市爱陪烘甜品店-现烤主厨 
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法规事务专员 
江苏太子乳业有限公司-质量主管 

食品伙伴网食品人才中心 
 

http://job.foodmate.net/
http://job.foodmate.net/member/grade.php
http://job.foodmate.net/
http://job.foodmate.net/job/show-13110.html
http://job.foodmate.net/job/show-13109.html
http://job.foodmate.net/job/show-12635.html
http://job.foodmate.net/job/show-13078.html
http://job.foodmate.net/job/show-12737.html
http://job.foodmate.net/job/show-13105.html
http://job.foodmate.net/job/show-13106.html
http://job.foodmate.net/job/show-13107.html
http://job.foodmate.net/job/show-13102.html
http://job.foodmate.net/job/show-11925.html
http://job.foodmate.net/job/show-13111.html
http://job.foodmate.net/job/show-131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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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我的 2019】职场回顾有奖征文开启！ 

 

 

走过 2019，你对这一年，想说点什么？你的职场生活，又有哪些铭记的时刻？ 

欢迎您将自己一年来的成长与感悟，用文字记录描述！我们的 2019 职场回顾征文大赛为您开启！ 

 

发帖形式：【再见，我的 2019】+自拟标题，统一在职场人生版块发帖，分类请选原创。 

征文要求：回顾 2019 职场生活，字数 300 以上，欢迎配图。要求文字与图片均为原创首发。发帖后，论坛根据需要

可在食品伙伴网旗下所属的微信号上选用分享，并有申请微信号原创权利。 

投稿时间：2019.12.19—2020.01.29 

评选规则：投稿截止后论坛投票 

活动奖励：一等奖：小浣熊全自动电炖锅  二等奖：动物联萌萌宠  三等奖：食品伙伴网记事本 

 

部分投稿展示： 

【再见，我的 2019】勇敢的面对疾风吧 

【再见，我的 2019】保持初心，稳步向前 

【再见，我的 2019】凑够 2019个字 

【再见，我的 2019】一路食品人 

【再见，我的 2019】迷惘的 2019，勇敢的 2020 

【再见，我的 2019】忆回首，展未来！ 

【再见，我的 2019】实现自己第一个五年目标 

【再见，我的 2019】压力重重，但一切在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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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1571-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1571-1-1.html
https://mp.weixin.qq.com/s/np5jV4kXgm64Ihc2QZOBNw
https://mp.weixin.qq.com/s/b3LtuFnbDTq8WIo6RwKI3A
https://mp.weixin.qq.com/s/imh-9IREdPymtPUSVI-Yww
https://mp.weixin.qq.com/s/rS0cXY1fV3gZHH9JFkzxMg
https://mp.weixin.qq.com/s/MK3HEeokn5D7kgrJnKsAUQ
https://mp.weixin.qq.com/s/hrTU3AXhhnLHaJDr8NIsLA
https://mp.weixin.qq.com/s/dUt5nnYt_TAcm4mCXFaFHg
https://mp.weixin.qq.com/s/CDQrjW9256Rqj-P7FANB0Q
mailto:job1@foodmate.net
http://wpa.qq.com/msgrd?v=1&uin=3146711400&site=qq&menu=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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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商城（mall.foodmate.net）是食品伙伴网旗下的食品行业在线采购平台，自 2014年运营以来，服务了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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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解决方案和供应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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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耗材解决方案。 

2.理化检测仪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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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mall.foodmate.net/
mailto:mall@foodmat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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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伙伴网国际站是专业的英文版食品门户网站，是专门为全球的食品及相关企业量身定做的 B2B大型电子商务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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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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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的食品行业发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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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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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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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oodmate.com/
mailto:globalfoodmate@foxmail.com
mailto:globalfoodmate@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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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公告帖： 

“2019 年食品行业十大热门词汇”征集活动开始了 
有奖征文！【2019 微生物控制】食品加工过程的微生物控制 
食品伙伴网 2020 年度培训和会议活动计划出炉！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必备知识考试—食安自测小程序和 APP 上线！ 
 
本周求助帖： 

食品安全法里面规定的 食品安全标准，不符合安全标准的有什么差别啊 
请问各位“酿造酱油”、“酿造食醋”还可以叫吗？ 
企业标准内原料可以用外省地方标准吗？法律依据呢？ 
酱油和醋的生产酿造和配制如何界定 
有充分证据证明是传统食用习惯，但当地卫计委说也需要做新食品申报！请问这对吗 
婴配奶粉可以代工吗？ 
餐饮具消毒企业需要取得证件 
生产许可证首次申办 
哪位大侠知道营养成分表怎么计算吗？ 
关于成品标签问题 
受委托方的产品厂检报告需要加上委托方的品牌吗 
有老师懂乳酸保鲜吗 
食品检验工资格证到底取消没有啊? 
标签内容合规性求助 
分装的定义 
现在 9K 和 22K 的外审员的前景什么样？ 
供应商绩效评定办法 
企业标准制定 谁来付费？ 
牛舌的那层老皮怎么样才能轻松剥去？ 
枸杞冻果出糖的问题求解 
食品生产不能用醇提，只能水提 
袋装果蔬汁饮料冷冻后边角易折断，如何解决 
山梨糖醇粉用色素染成暗红色，用什么色素配比？ 
营养成分问题 
袋装食醋里有像鼻涕样的粘状物：什么原因造成的，该如何解决呢？ 
食品原料螯合反应 
如何用奶酪制作奶茶里的珍珠球？ 
风干肉用的防腐剂那种加多了肉会产生酸味？ 
砂仁是否属于坚果类？ 
中药调味 
关于微生物实验用水 
食品厂工器具涂抹实验流程 
水质检测 

食品论坛热帖荟萃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0314-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54650-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59162-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50277-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689-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480-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454-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352-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297-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245-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223-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015-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806-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804-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772-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739-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726-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691-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526-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735-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328-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681-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710-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708-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605-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471-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255-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242-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128-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028-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019-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794-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375-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074-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461-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326-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232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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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化验室的无菌水是怎么制备的？ 
食品检验工高级证 
葡萄糖浆 80%计算公式 
食品冷库生熟存放问题 
卤制熟食适不适合用贴体包装 
虫害控制 
 
本周讨论帖： 

猪猪面馆 2019年之 33：夜话年底述职与年终奖的关系 

猪猪面馆 2019年之 34：年底促销发货小组的工作又开始了！ 

市场总局回复：企业是否可以使用与本企业无任何关联的企业的企标 

各位帮我看看这款原料能不能用 

食品批发零售商和餐饮服务者是否必须向原料生产企业索取第三方检验机构出具的第三方外检报告？ 

关于 GB7718净含量标识的规定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公开征求 2020 年食品安全 监督抽检计划意见的公告 

关于生产许可问题 

湖南抽检 30批次酒鬼酒，约两天出结果！刚被代理商举报加甜蜜素 

【最高法裁判文书】食品标签、说明书的标注瑕疵并不导致该食品有毒、有害 

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实施方案》 

辣条新国标什么时候实施 

代卖蛋糕，蛋糕算预包装食品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 提高政务服务水平的意见 

深夜小议索票索证 

关于酱卤肉制品产品名称的讨论 

标签上写冷藏后食用，口感最佳会有风险吗？ 

压缩气空是否带菌 

不同食品共用生产线有哪些要求 

【2019 微生物控制】+卤制品微生物控制过程 

关于生产日期和生产批次的问题 

品控部应该怎么管理？ 

浙江省的食品企业标准公示在耍流氓 

GB 4789.10-2016 食品中金黄色葡萄球菌（定量）检验检测的能力验证 

撤奖了！中药协就鸿茅药酒获奖一事致歉：把关不严 撤销表彰 

【每周学点劳动法】明明白白来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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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伙伴网创建于 2001 年，网站建设的宗旨是“关注食品安全，探讨食品技术，汇聚行业英才，推动行业发

展”，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内食品行业的门户网站。食品伙伴网与食品行业相关媒体、监管部门、企业、

第三方服务机构等建立了密切联系，在信息交流、技术交流、课题合作等方面建立了长期的伙伴关系。 

 

    2004年，食品伙伴网创立了网络刊物－“食品网刊”，每周免费发布，目前已经发布了七百多期，订阅人数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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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网刊现面向食品行业及上下游产业链诚招合作伙伴。 

 

    合作方式： 

 

    1.食品网刊广告业务：在网刊中开辟单独的页面，宣传企业及其产品。 

 

    2.食品网刊友情链接：在网刊中将有合作意向的公司列为合作伙伴，建立合作伙伴公司网站的链接。合作伙伴

公司在网站首页建立食品网刊的链接，链接地址：http://www.foodmate.net/maillist/。 

 

    3.其它合作：欢迎食品行业公司与食品伙伴网以及旗下其它网站进行深入合作。 

 

    有合作意向请联系： 

 

    E-MAIL:news@foodmate.net 

 

    TEL:0535-2122172 

 

    FAX:0535-2129828 

 

    QQ：1530909346  
  
 
 
 
 
 
 
 
 
 
 
 

食品网刊广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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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伙伴网 (http://www.foodmate.net) 创建于 2001 年。网站的建设宗旨是“关注食品安全，探讨食品技术，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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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业界人士的关注和支持，目前食品伙伴网已成为国内食品行业的领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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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众多专业频道。网站有着极高的认可度和访问热度，其中注册会员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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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