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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农夫山泉“缺水”吗 

  农夫山泉水源地风波终于尘埃落定。1月 12日，武夷山国家公园微信号对“疑似农夫山泉夜毁武夷山国家公园林

区”一事回应称，经核查，该取水点不在武夷山国家公园范围内，距离公园边界有 50多米。业内人士表示，水源勘探

师找水本身就会选择水源保护区边界处等优质水源，而这些水源也是高端瓶装水市场的必争之地。 

 

  是否违规施工 

 

  2020年 1月 11日晚，一段关于“疑似农夫山泉夜毁武夷山国家公园林区”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其中指出“疑似农

夫山泉（福建省武夷山）饮用水有限公司，未经国家公园管理局审批，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内使用大型器械不合规施工，

破坏公园植被。此后，有媒体报道称，农夫山泉（福建武夷山）饮用水有限公司因在武夷山市新建年产 100万吨饮用天

然水生产线建设项目时未按环评要求施工，违规擅自开挖便道毁坏林木”。 

 

  对此，1月 12日，武夷山国家公园微信号回应称，“此前提到的农夫山泉公司施工地有三块。一是在武夷山市洋

庄乡大安村大安源小组河道内拟修建一处长约 30米的水坝作为取水点，经核查，该取水点不在武夷山国家公园范围内，

距离公园边界有 50多米；二是在紧邻该取水点的林地内毁坏林木并修筑了一段长约 200米的施工便道。经核查，该处

便道修筑时间为 2019 年 10月，当时该区域并未划入武夷山国家公园范围；三是利用大安村大安源小组原有的毛竹生产

便道运输施工材料到取水点，这条原有的便道连接着农夫山泉公司新修筑的施工便道。经核查，该便道长约 2公里，一

直作为大安村大安源小组毛竹生产的必经之路并长期使用。农夫山泉公司在施工时有从该便道运输建筑材料情况，但未

对便道进行拓宽、整修，也未对该便道沿途的林木等周围环境损坏”。 

 

  据了解，视频中的施工项目是武夷山市政府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由农夫山泉（福建武夷山）饮用水有限公司负责，

取水口的设置于 2018 年 4月 13日取得了武夷山水利局的审批，2018年 6月 26日，武夷山市环保局审批同意了其年产

100 万吨饮用天然水生产线建设项目的环评建议和结论。 

 

  北京商报记者查询武夷山市政府网站了解到，农夫山泉（福建武夷山）饮用水有限公司的《用地申请报告》和市自

然资源局《关于农夫山泉（福建武夷山）饮用水有限公司新建年产 100万吨饮用天然水生产线建设项目受让用地的请示》

批复如下：“一、同意将位于武夷山市洋庄乡洋庄村，土地面积为 63340平方米（合 95.01 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给你公司，作为新建年产 100万吨饮用天然水生产线建设项目用地。二、土地用途为工矿仓储用地（酒、饮料和精制

茶制造业），土地使用年限为五十年。三、农夫山泉（福建武夷山）饮用水有限公司应按照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报告的

要求，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据当地居民反映，该项目取水口的设置位于武夷山大安源生态旅游景区范围内。据悉，大安源生态旅游景区位于武

夷山市北部，为挂牌国家 4A 级的旅游景区，属于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带，也是武夷山双世遗产地的缓

冲区，在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后，景区大部分区域被正式划入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红线内。 

 

  对于此次农夫山泉水源地的相关情况，北京商报记者采访农夫山泉，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水源临近保护区 

 

  据业内人士介绍，事实上，农夫山泉的水源勘探师并不是在全中国找水，而是在一定范围内。这些范围包括：水源

保护区、国家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地质公园以及边缘地区等。 

 

更多内容详见：农夫山泉“缺水”吗 

文章来源：北京商报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6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6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95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1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20/01/5469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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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国内首个《红枣制品》团体标准发布 

近年来，沧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红枣产业的规范和发展，扶持力度不断加大，2019年沧县崔尔庄红枣市场年

交易额超 350亿元，成为全国最大的红枣交易集散地。依托地域性资源优势，沧县红枣加工产业迅猛发展，成为沧州

市乃至河北省的主要特色食品产业之一，沧县一跃成为年产值超过 300亿元的全国最大枣制品生产加工基地，发展潜

力巨大。 

 

  沧县枣制品的主要品种有香酥脆枣、夹心枣、蜜枣、枣干、枣片、枣品饮料、枣粉、枣泥等，由于许多枣加工制

品没有统一的标准规范，红枣加工企业和监管部门都面临着巨大困扰。为统一规范红枣制品的原料、加工工艺、质量

指标、安全指标、检验方法、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过程，充分发挥标准引领和技术支撑作用，解决沧县红枣制

品产品缺乏标准监管和约束的窘境，2019 年初，沧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牵头组织辖区沧州思宏枣业有限公司、沧州

全鑫食品有限公司、河北华聚食品有限公司等 10余家红枣龙头企业联合黄骅、承德等地的枣加工企业共同发起了《红

枣制品》团体标准的起草制定工作。 

 

  2019年 4月 22日，红枣制品省级团体标准立项申请正式被河北省食品工业协会批准。之后，沧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多方沟通协调，组织多名长期从事红枣制品加工、质量安全研究、生产和检验工作以及经过相关标准化培训，具有制

定、修订和审查相关标准经验及能力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了标准起草工作组，负责红枣制品团体标准的起草、调研等

工作。2019年 9月，沧县市场监管局、标准起草工作组邀请 10余家红枣制品生产企业和相关专家，召开《红枣制品团

体标准》草稿研讨会，集中对红枣制品的定义、加工工艺要求等进行讨论并达成共识，初步确立了《红枣制品》团体

标准（征求意见稿）。2019年 10 月，《红枣制品》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正式发布，公开

征求社会意见。2019 年 12 月 29日河北省食品工业协会团体标准审定会议召开，《红枣制品》团体标准终于顺利通过

专家审定。 

 

  《红枣制品》团体标准是国内首个红枣制品团体标准，其审定通过标志着沧县乃至全省红枣制品产业正式进入新

的发展阶段。沧县作为国内红枣的主产区之一，发起起草并成功推动《红枣制品》团体标准通过审定，为进一步维护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并为市场监督检查及监管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对推动区域枣制品生产企业同标、同质、同发展，

大力节约企业成本，破除企业发展瓶颈具有里程碑意义。 

 

 

 

 

 

 

 

 

  

      

 

 

 

 

文章来源：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http://news.foodmate.net/tag_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6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14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3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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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海关总署：2020 年中国将严防食品安全输入

风险 
中新社北京 1月 16日电 中国将大力加强对进口食品安全的监管。中国海关总署署长倪岳峰 16日称，今年将推

动实施进口食品“国门守护”行动，确保民众吃得安全，坚决防止非洲猪瘟等重大动植物疫情疫病传入。 

 

  倪岳峰在当天举行的全国海关工作会议上表示，今年将扎实开展进口食品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控，严防食品安全输

入风险。同时，还将优化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责任。 

 

  近年来，在国内消费升级持续推进背景下，中国进口食品、农产品增长迅速。据中方统计，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

水果、水海产品和猪肉进口增长都在 40%左右。 

 

  为保证进口食品安全，中国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专门规定，境外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可能对中国境内造成

影响的，或者在口岸检验检疫过程中发现严重食品安全问题的，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要及时进行风险预警，并采取退

货、销毁、禁止进口等措施。根据风险管理需要，还可以对部分食品实行指定口岸进口。 

 

  倪岳峰称，今年海关还将继续推进农产品检疫分类管理，加强口岸检疫防控，坚决防止非洲猪瘟等重大动植物疫

情疫病传入。（完）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50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95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67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53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40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7.html
http://law.foodmate.net/show-1861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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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2019 年我国主要农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

为 97.4% 
  新华社北京 1月 14日电 2019 年，全国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扎实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强化标准化生产，

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农产品质量安全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主要农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达到 97.4%。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 14日在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强监管推进会议上表示，2019 年农业农村部门加强监测评估

预警，抓实抓细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防控。监测参数增加到 130项，与 2018年相比增幅为 10%，“三前”（食用农产

品从种植养殖环节到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前）比例提高到 41.8%。 

 

  他介绍说，农业农村部门聚焦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标准制修订步伐。全年新增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 1152项。

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新认证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 1.6万个，累计认证产品

总数超过 4.3万个。全国共落实转移支付资金 6亿元，对 210个地理标志农产品进行了培育保护。 

 

  据了解，2019年农业农村部门大力加强监管工作创新，从严从紧压实农产品质量安全各方责任。启动合格证制度

试行工作，加快追溯体系建设，强化农资打假专项治理，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队伍能力建设。 

 

  于康震表示，近年来我国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已建立比较完整的制度体系，正在推进农产品追溯、食用农产品

合格证制度等新的治理模式。但部分地区也存在工作推进迟缓等问题，今后要以压实生产者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

和政府属地责任为切入点，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水平。 

 

  据了解，2020年农业农村部将在突出风险防范、治理突出问题、推进对标达标、构建现代制度、运用先进技术、

用好督导考核等方面强化监管。加大执法力度，把农产品质量安全作为农业综合执法的主要内容开展起来，用好行政

处罚手段，对涉嫌犯罪的要坚决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全面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加快完善农产

品追溯制度，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 

 

 

 
 
 
 
 
 
 
 
 
 
 
 
 
 
 

    

 

 

  文章来源：新华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14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14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50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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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2019 年 438 批次食品上市场监管总局不合格

名单 较 2018年减少 23.7%  
食品伙伴网讯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下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食品抽检信息，食品伙伴网对 2019

年的抽检情况进行了汇总。据统计，2019 年市场监管总局共发布了 40期食品抽检信息，包含一期粽子专项抽检和一

期月饼专项抽检，共有 438批次食品上市场监管总局不合格名单，比 2018年的 574批次减少 23.7%。 

 

  1月公布的不合格食品数量最多 

 

  按照成文日期的不同，食品伙伴网统计了 2019年 1-12月公布的不合格食品数量。统计显示，在这 12个月里，1

月公布的不合格食品数量最多，有 95 批次；2月公布的不合格食品数量最少，有 12批次。 

 

  2019年 1-12 月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不合格食品批次数量 

 

  不合格食品涉及 24大类 

 

  从类别上看，不合格食品涉及饼干，豆制品，肉制品，食用农产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糖果制品，水果制

品，方便食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保健食品，糕点（含月饼专项抽检），水产制品，特殊膳食食品，饮料，婴幼

儿配方食品，粮食加工品，蔬菜制品，蜂产品，淀粉及淀粉制品，调味品，冷冻饮品，食糖，薯类及膨化食品，茶叶

及相关制品这 24大类。 

 

  其中，食用农产品检出不合格食品的数量最多，肉制品位居第二，特殊膳食食品和糕点（含月饼专项抽检）并列

第三。 

 

  超半数检出农兽药残留问题 

 

  统计还显示，导致这些食品不合格的原因很多，涉及农兽药残留问题、有机污染物问题、食品添加剂问题、重金

属污染问题、生物毒素污染问题、与标签标示值不符问题、微生物指标问题以及其他不合格问题。其中，检出农兽药

残留问题的不合格食品数量最多，占所有不合格食品的一半多。 

 

更多内容详见：2019 年 438批次食品上市场监管总局不合格名单 较 2018 年减少 23.7%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80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5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5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5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3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20/01/5473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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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还没来得及摆桌，故宫“6688”的年夜饭

就“886”了… 
  还没来得及上菜、摆盘，登上热搜的“6688 元故宫年夜饭”就已经和食客说“886”了。 

 

  据媒体报道，近日，多位顾客表示已收到故宫角楼餐厅通知，此前预定的 6688 元一桌的年夜饭已全部取消，200

0元订金全额返还。大众点评显示，宫角楼餐厅目前已暂停营业。 

 
  同时，年夜饭的推出和取消先后两度登上热搜，引发了一场关于故宫是否过度商业化的讨论。 

 

  故宫 6688 元年夜饭取消，餐厅暂停营业 

 

  1月 12日，有媒体报道称，2020年春节期间，故宫角楼餐厅将推出年夜饭，初步计划从小年夜到正月十五，每

桌按照十人的标准设置，一桌收费 6688元，每增加一位再多收费 680 元。随后据报道，餐厅每天仅有三个包厢提供

年夜饭，菜单包括慈禧同款菊花锅子、富察皇后的“荷包”等菜式。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12日下午，餐厅工作人员就表示，在半天内年夜饭已全部预约完毕，称消费者如有需要，在

正月十五之后也可以接受预约。 

 

  不过，仅仅在三天之后，1月 15 日晚间，据新京报报道，多位顾客表示收到餐厅短信通知，预定的 6688元年夜

饭全部取消，2000元定金全额返还。 

 

  有媒体致电故宫角楼餐厅，工作人员称虽然年夜饭已经取消，但春节期间白天快餐正常供应，无需预约可直接到

店。另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工作人员还表示： 

 

  我们年夜饭本来是一个特别好的产品，有很多样菜，吃起来很经济实惠的，也不贵，几千块钱是吧。我们都已经

收了定金的了，然后我们又退了。就一个个退，一单单退，全部取消，全部退完。我们当时压力很大，就是晚上都睡

不着觉那种。取消了很可惜，挺可惜的。 

 

每经小编搜索发现，目前大众点评上，角楼餐厅的页面显示“暂停营业”。餐厅人均消费 174元，“宫廷”气氛

浓郁，根据网友上传的照片显示，有菜单制作成了圣旨的样式，部分菜品被命名为“朕的鸭卷”、“千里江山”、“一

筒天下”等。 

 

  启信宝显示，餐厅背后的主体公司为“北京角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有趣的是，公司除了做餐饮，经营范围还

涉及销售文化用品、出版物等——的确很有故宫文创的“范儿”。 

 

  故宫和角楼餐厅方面并没有给出取消年夜饭的具体原因，有猜测可能与之前发布消息时引发争议太大有关。许多

人批评价格太贵，“一顿饭吃了贫困户一年的收入”。也有不少网友认为，结合时间、地段综合考虑这个价位不算贵，

很多高档饭店的年夜饭都比这个价位更高。 

 

  更多内容详见：还没来得及摆桌，故宫“6688”的年夜饭就“886”了… 

 
文章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7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20/01/5475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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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打着科学旗号却配方单一 想健康减肥， 

代餐可能帮倒忙 
  春节将至，吃吃喝喝也将隆重“登台”，“代餐”又成了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假日长胖后减肥的“希望”。代餐

产品多以代餐粉、代餐奶昔、代餐粥等形式销售。在某电商平台，科技日报记者搜索到代餐产品的销量动辄数十万。 

 

  近期，中国青年报对国内的代餐市场及消费群体进行了调查，发现近年来线上营销、明星代言、IP打造等营销模

式让代餐火起来，而“以瘦为美”的社会情绪无疑又为代餐的燎原之势添了一把火，很多年轻人被潮流裹挟着吃代餐

产品。 

 

  代餐真能减肥吗？吃代餐吃成器官衰竭又作何解释？想瘦成一道闪电，又该如何科学减肥？ 

 

  代餐产品救不了肥胖的你 

 

  “我现在 264斤。上楼很吃力，觉得喘不上气，体型的缘故坐不了高铁、飞机那么小的位置。”有来医生的《超

级肥胖之困》纪录短片中，超重患者殷女士讲述了肥胖给她带来的困扰。 

 

  “肥胖与很多肿瘤发病相关，如结直肠癌、子宫内膜癌等，也会干扰身体机能，诱发糖尿病、不孕不育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副院长，胃肠肿瘤外科、减重外科主任医师张能维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很多时候，最扎人心的并非肥胖对身体的损害，而是旁人的眼光。殷女士坦言，找工作时会被人质疑“胖而无脑”，

带孩子出游也会被路人议论。在“以瘦为美”的大潮流中，就连身材苗条的人，也加入了减肥大军。 

 

  有人的地方，就有商机。正因如此，减肥茶、减肥针等产品层出不穷，“轻松减肥”“躺着就能瘦”等广告语让

无数减肥者怦然心动。近年来，随着大众的科学素养不断提升，代餐产品以科学减肥的名义“C位出道”，广受年轻

人追捧。 

 

代餐，顾名思义，是正餐的取代者。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代餐产品通常是以谷类、豆类、薯类等食材为主，制

成的一种单一或综合性冲剂，食用后有饱腹感，降低人摄入食物的欲望。 

 

  “轻食无腹担”“高营养、更健康”等宣传语让代餐产品看上去简直是减肥的完美工具。 

 

  实则不然。张能维告诉记者，以他多年的临床经验，单靠这些代餐产品减肥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即便一时有效，

也没有人坚持下去，一旦停止食用体重又迅速反弹，更有甚者，因为代餐的配方不科学，吃出了毛病。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人体所需的营养素主要包括宏量营养素、微量营养素、维生素及其他

膳食成分。其中，宏量营养素包括蛋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微量营养素包括钙、磷、钾、钠等 14种元素；维生

素包括维生素 A、维生素 B族、叶酸等 13 种脂溶性和水溶性维生素，其他膳食成分还包括膳食纤维、水等。 

 

  “每个人的体质不同，需要摄入的营养量也有一定差异。但是市场上的代餐都以同样的营养配比销售给不同的人

群，这就是问题所在。更何况，因为商家的获利追求，很多人体必需、市场价格较高的营养素（乳蛋白）在代餐中含

量严重不足，长期服用代餐产品很可能无法正常满足人体多种营养素的需要。”张能维说。 
 
  更多内容详见：打着科学旗号却配方单一 想健康减肥，代餐可能帮倒忙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5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50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53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20/01/5469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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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4.5亿元走私冻牛肉大案！抽检亚硝酸盐

超标 5倍，销往了... 
近日，四川绵阳警方通报了一起非法购买印度走私入境的冻牛肉特大案件，交易金额高达 4.5亿余元。 

 

事情要从 2018年 5月 11日说起，当天四川省梓潼县公安局接到举报称，文昌镇民胜村王某某在家中违规加工肉

类食品。 

 

  四川省梓潼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副大队长 陈林：什么牛肉能远远低于市场价？而且他卖的是卤牛肉，生产的

卤牛肉以远远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销售，所以接到这一情报我们就很感兴趣。 

 

  当警方到达现场的时候，王某某仍在加工卤制牛肉食品。民警还在冻库内查获冻牛肉约 3000 公斤，价值 25万余

元。 

 

  四川省梓潼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副大队长 陈林：我们通过识别冻牛肉的外包装，这批冻牛肉很有可能是来自

于疫区国家印度的冻牛肉。 

 

  随后，民警将这些牛肉抽样送检，发现其中亚硝酸盐超过国家标准 5 倍多。经审讯，王某某交代了该批牛肉是从

成都青白江某冷冻食品市场购买的，在他这里加工后销往四川各市州及外省，下家多达 100余人。 

 

  同时，从警方调取的银行转账流水发现，自 2016年以来，该团伙涉案交易金额达 4.5亿元之多。 

 

  “在大量的犯罪事实面前，王某某也交代了购买未经我国检验检疫的牛肉，用于生产卤牛肉，卖于盐亭、梓潼还

有广元、剑阁等地。”陈林说。 

 

  警方随即成立了专案组。根据犯罪嫌疑人王某某交代的团伙成员组织架构和分工情况，专案组出动六路民警同时

对这六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实施了抓捕。 

 

  2019年 3月 6日，最后一名主要犯罪嫌疑人李某良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至此，公安部挂牌督办的特大走私牛肉

案的主要犯罪人员全部落网。 

 

  四川省梓潼县公安局副局长 杜珍：查获犯罪嫌疑人 92人，破获案件 75件，收取保证金及退赃款 1500余万元，

查封涉案资产 2000余万元，目前已移送审查起诉。 

 

 

 

 

 

 

 

 

 

 

文章来源：央视财经微信号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5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3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1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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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消费者在饮料里喝出“蟑螂腿”？ 

商家拒不承认：是铁皮枫斗须 
  到外面吃饭，最怕在食物中吃到恶心的异物。近日，市民林女士在市区某火锅店用餐时吃出了两条疑似“蟑螂腿”

的东西，但商家拒不承认，说是铁皮枫斗的须，只是像“蟑螂腿”罢了。双方为此闹了不愉快。1月 14日，林女士向

温州晚报合力维权栏目求助。 

 

左边为林女士吃到的“蟑螂腿”，右边为“铁皮枫斗” 

 

  1月 13日晚 7时许，林女士和朋友一行来到市区某火锅店用餐，点了一份椰汁打蛋饮品。在饮用大半后，林女士

发现，瓶子里有两条黑乎乎的东西。“刚开始我们还以为是调料品或者干贝丝。”林女士说，等他们把瓶子里的饮料

倒出来，仔细查看一番后，发现这两条细细的东西看起来像是蟑螂的腿，不仅有关节，上面还带有细毛。 

 

  林女士她们顿感一阵恶心，急忙喊来店长。可对方拒不承认这是蟑螂腿。随后，林女士拨打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投诉。 

 

  究竟是不是蟑螂腿？1月 14 日下午，记者来到林女士所说的这家火锅店。店长陈女士告诉记者，林女士所说的“蟑

螂腿”很有可能就是铁皮枫斗的须。当天，林女士点了一份牛大骨汤底，里面就有铁皮枫斗作为原料熬制，而铁皮枫

斗的须看起来跟蟑螂腿有点相似。说着，她就叫服务员拿来了像蟑螂腿的铁皮枫斗“样品”。 

 

  另外，陈女士还说：“因为他们坐的位置离监控较远，我们也查看了监控，无法看出这个东西是从饮料里倒出来

的还是中间有经过汤底带出来的。” 

 

  由于双方各执一见，最终双方不欢而散。 

 

  记者联系上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滨江市场监督管理所相关负责人，其告诉记者，目前该所已针对此事进行调查，

并且也会对该店的卫生情况进行进一步检查。 

 

  网友评论 

 

对此，有网友称并不像是昆虫腿，也有网友称一看就是昆虫腿，应该去机构检测一下。 

 

铁皮枫斗，又名万丈须，是鲜条加工后的干品。成分有石斛多糖、石斛碱、石斛胺。具有补五脏虚劳；抗衰老；

降“三高”；抑制肿瘤。铁皮枫斗，它是中国一味名贵的中药材，中国二级保护植物铁皮石斛干制品。 

 

  多年生草本植物，茎丛生，圆柱型，高 15-30 厘米，粗 2～4 毫米，在民间，铁皮枫斗被誉为“救命仙草”和药

界的“大熊猫”。 

 

  来源：北晚新视觉综合 温州晚报 网友评论 百科 

文章来源：北晚新视觉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1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2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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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系列食安治理研究报告在京发布 报告显示

食安总体保障水平稳中向好 
2020年 1月 14日，由江南大学、中国食品安全报社、曲阜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食品安全

风险治理研究成果报告会”在北京举行。 

 

会上，江南大学等发布了《“舌尖上”的安全—从田间到餐桌的风险治理》暨教育部哲学社会系列发展报告《中

国安全发展报告（2019）》《中国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发展报告（2019）》等研究成果，研究成果主要由《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重大理论创新与制度安排的研究报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实践创新

的研究报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食品安全状况的研究报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水产品质量安全状况的研究报

告》《党的十八大以来由国内主流媒体报道的问题食品的研究报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与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报告》《近年来典型食品安全谣言特征与应对策略的研究报告》等系列报告所组成。江南大学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吴林海教授、洪巍副教授，曲阜师范大学食品安全与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高杨教授、安阳师范学院牛亮云博士、浙江工商大学钟颖琦博士、浙江大学舟山海洋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吕煜昕等分别

代表研究团队在报告会上发布了相关研究成果。 

 

据悉，系列研究报告指出，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基于中国特色的国家制度与中国社会治理的新思想、新实践，

立足食品安全的现实问题，党中央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就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作出了一系列

的重大制度安排，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创新实践，食品安全战略全面实施，食品安全“四个最严”有效贯彻，食品安

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建设有序推进，食品安全风险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提升，食品安全总体保障水平

稳中向好。 

 

报告会上，中国食品安全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朱长学在致辞中指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安以

质为本，质以诚为根。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舌尖上的安全成为了举国关注的话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食品安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改革的大格局、大脉络日益清晰，风险

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治理效能持续提升，主要食用农产品与食品市场供应充足，食品安全保障水平稳中向好，

擘画了新征程上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最为绚烂的篇章。 

 

中国农业出版社职教分社社长武旭峰在报告会上介绍了由江南大学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吴林海教

授、陈秀娟副研究员与曲阜师范大学食品安全与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尹世久合作撰写的《“舌尖上”的安全—

从田间到餐桌的风险治理》一书。武旭峰介绍，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有关部门与中国农业出版社共同组织出

版了“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大国三农”系列丛书。“大国三农”系列丛书共八本，《“舌尖上”的安全—从田

间到餐桌的风险治理》是其中的一本。据了解，目前，“大国三农”系列丛书已全部出版上市。 

 

江南大学社科处处长、江南大学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院浦徐进教授致辞，向关心支持江南大学的新闻界朋友表

示感谢，并主持了主要成果发布环节的活动。江南大学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院副院长王建华教授参加会议并主持了

相关环节的活动。 

 

      相关报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出口食品安全治理取得新的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食品安全状况的研究报告 
 
      更多内容详见：系列食安治理研究报告在京发布 报告显示食安总体保障水平稳中向好 

 

  文章来源：人民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50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50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21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21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50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17/10/44687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17/10/44687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20/01/54716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20/01/5472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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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关于发布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公告 

  美东时间 2020年 1月 15日，中美双方在美国华盛顿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

议》（以下简称《协议》）。现发布《协议》中英文签字文本。 

 

  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农业农村部 

 

  商务部 人民银行 

 

  2020年 1月 16日 

 

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  中文、  英文） 

 

相关报道：坚持平等和相互尊重原则 解决双方关切 实现互利共赢——刘鹤就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答记者

问 

 
 
 

 

 

 

 

 

 

 

 

 

 

 

 

 

 

 

 

 

 

 

 

 

 

 

 

 

 

文章来源：财政部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63.html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2001/16/16-01-49-93-940446.pdf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2001/16/16-01-58-43-940446.pdf
http://news.foodmate.net/2020/01/54749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20/01/547493.html
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2001/t20200116_34601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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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 25号 

  《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已于 2019年 12月 13日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19 年第 16次局务会议审议通

过，现予公布，自 2020年 6月 1日起施行。 

 

  局长：肖亚庆 

 

  2020年 1月 6日 

 

  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 

 

  （2020 年 1月 6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5号公布） 

 

  第一条 为了加强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定、实施和监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

化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定（包括项目提出、立项、组织起草、征求意见、技术审查、对外通报、编号、批

准发布）、组织实施以及监督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对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的技术要求，

应当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 

 

  第四条 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应当坚持通用性原则，优先制定适用于跨领域跨专业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的标准。 

 

  第五条 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应当在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和社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入调查论证，保证标准的科

学性、规范性、时效性。 

 

  第六条 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应当结合国情采用国际标准。 

 

  第七条 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应当公开、透明，按照便捷有效的原则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第八条 强制性国家标准应当有明确的标准实施监督管理部门，并能够依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对

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予以处理。 

 

  第九条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全国标准化工作，负责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立项、编号和对外通报。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责负责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项目提出、组织起草、征求意见和技术审查。强制性国家标

准由国务院批准发布或者授权批准发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法定职责，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检

查。 

 

更多内容详见：《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 25号） 

 
         文章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5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20/01/547063.html
http://gkml.samr.gov.cn/nsjg/fgs/202001/t20200113_310467.html
http://gkml.samr.gov.cn/nsjg/fgs/202001/t20200113_3104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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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春节食品专项抽检情况

的通告〔2020 年 第 3 号〕 
  春节临近，为保障节日期间食品安全，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节日热销食品专项监督抽检。在全国 31个省份的销售

市场，抽取肉制品，乳制品，饮料，酒类，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水果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糕点，方便食

品，调味品，茶叶及其相关制品，糖果制品和饼干等 13大类 1249批次样品（样品抽检结果可查询 https://spcjsac.

gsxt.gov.cn/），检验微生物、农兽药残留、食品添加剂等 148个指标。抽检发现 19批次样品不合格，涉及炒货食

品及坚果制品、糕点、方便食品、肉制品、水果制品、饮料、酒类食品。主要是，微生物污染有 7批次，质量指标不

达标及其与标签标示值不符有 6批次，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有 3批次，其他涉及到重金属污染、生物毒素超

标、兽药残留超标等问题。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市场监管总局已责成北京、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河南、湖

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等省级市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开展处置工作，查清产品流向，采取下架召

回不合格产品等措施控制风险；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处理；及时将企业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和核查处置情况向

社会公开，并向总局报告。市场监管部门已收到哈尔滨市辰昇食品有限公司、成都山兄弟食品有限公司、山西省平遥

县宝聚源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新会区葵记食品有限公司提出的复检申请。根据《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

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在复检期间，不得停止履行立即采取封存不合格食品，暂停生产、经营不合格食品，通知相关

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召回已上市销售的不合格食品等风险控制措施的义务。 

  

  现将专项监督抽检不合格食品具体情况通告如下： 

  

  一、生物毒素超标问题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鑫鑫副食品批发部销售的、标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佳奇食品厂生产的五

香花生，黄曲霉毒素 B1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深圳海关食品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二、微生物污染问题 

  

  （一）北京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马家堡店销售的、标称金果园老农（北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核桃仁，大

肠菌群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吉林省食品检验所。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缘鑫食品批发部销售的、标称桂林名坊旅游食品有限公司委托桂林谷磨坊食

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桂花糕（蔓越莓味）和桂花糕，菌落总数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广东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三）内蒙古维多利摩尔超市有限责任公司购物中心分店销售的、标称呼和浩特市于鸣德健康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的营养五谷粉，菌落总数和霉菌不符合产品执行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 

  

  （四）吉林省长春欧亚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净月二店销售的、标称长春市永龙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黄瓜籽粉，

霉菌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天津市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研究院。 

  

  （五）内蒙古维多利摩尔超市有限责任公司购物中心分店销售的、标称呼和浩特市于鸣德健康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的坚果营养粉，霉菌不符合产品执行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  

   

更多内容详见：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春节食品专项抽检情况的通告〔2020 年 第 3 号〕 
文章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5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5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50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52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01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9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7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63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0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6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78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71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7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20/01/547596.html
http://gkml.samr.gov.cn/nsjg/spcjs/202001/t20200117_3105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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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农业转基

因生物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 
为切实做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工作，保障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与应用的健康发展，根据《种子法》《农

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我部制定了《2020年农业转基因生物监管工作方案》，现予以印发，请认

真抓好落实。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0年 1月 10日 

 

  2020年农业转基因生物监管工作方案 

 

  2019年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切实履行农业转基因生物监管职责，加大监督检查

强度、增加抽样检测密度、提高违规查处力度，监管成效明显显现。为做好 2020年农业转基因生物监管工作，制定

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严格按照《种子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以强化制度执行力为主要抓手，坚持原

则、敢抓敢管，严厉打击非法研究、试验、制种、经营、种植、加工和进口等行为，确保各项管理制度不折不扣贯彻

执行、落地生根，促进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和应用健康发展。 

 

  （一）抓重点。突出春耕备耕、秋收冬种、制种售种等关键时节；突出研发单位、育种制种企业和加工销售企业

等重点对象；突出东北粮食生产区、西北西南种子生产基地、南繁试验基地和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基地等重点地区。 

 

  （二）控源头。强化研究试验源头监管，对农业转基因生物研发试验单位进行全程监管，确保试验材料可追溯。

强化育种制种源头监管，对种子生产加工销售企业全覆盖监管，截断非法种植的源头。强化进口监管，对进口转基因

生物全程管控。 

 

  （三）促协同。进一步织密监管网络，建立省市县（区）联合监管机制，推动省际协同监管。进一步加强部门协

作，强化科教、种业及其他农业农村部门的职责分工和协调配合，加大农业农村与公安、海关、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

部门的联合监管。 

 

  （四）强支撑。加大对市县（区）农业转基因生物监管工作的支持、指导和检查；加大基层快速检测设备的配置；

进一步加强培训，提高执法监管的能力水平。 

 

  二、监管工作重点 

 

  （一）压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压实研发单位和种子生产经营单位等行业从业者主体责任，重点检查管理制度、管

控措施、设施条件的建立与落实情况。研发单位要成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小组，健全从实验室到田间的各项管理制

度，落实相应的控制措施，切实做好本单位研发活动的管理工作。种子生产经营单位要加强对制种亲本和种子来源的

管理，建立健全档案，确保源头和流向可追溯，严防非法生产经营转基因种子。 

 

更多内容详见：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0年农业转基因生物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      

 文章来源：农业农村部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78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0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57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20/01/547095.html
http://www.moa.gov.cn/ztzl/zjyqwgz/zxjz/202001/t20200113_63348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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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世界食品价格继续上涨 

  本报纽约电 世界粮农组织日前发布的食品价格指数显示，世界食品价格连续第 3个月上涨，植物油价格强势回

弹，世界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创下近 5年来的最高值。 

 

世界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用于追踪日常交易类食物商品的国际价格月度变化情况，2019年全年，该指数比 201

8年上涨约 1.8%，但仍比 2011年的最高值低 25%。统计显示，世界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 2019年 12月份比 11月份

上升 2.5%，创下 2014 年 12 月份以来的最高值。 

 

具体来看，植物油价格指数 2019 年 12月份比 11月份上升 9.4%，连续第 6个月出现上涨，大豆油、葵花籽油和

菜籽油价格纷纷上涨，但 2019 年全年植物油价格指数为 2007年以来的年度最低值。乳制品价格指数 2019年 12月份

比 11月份上升 3.3%，其中奶酪价格上涨近 8%，涨幅最高，原因是欧盟和大洋洲出口供应收紧。谷物价格指数 2019

年 12月份比 11月份上升 1.4%，主要原因是中国进口需求增加，法国国内抗议不断，运输受到影响，但玉米和大米价

格报价基本保持稳定。肉类价格指数 2019 年 12月份与 11月份的修正值基本持平，该指数比 2018 年同期上涨 18%，

原因是亚洲进口需求强劲以及欧盟和巴西节日需求推动，猪肉价格出现上涨。 

 
 
 
 
 
 
 
 
 
 
 
 
 
 
 
 
 
 
 
 
 
 
 
 
 
 
 
 
 

    文章来源：经济日报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6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9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3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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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英国叫停从美国进口“氯洗鸡” 

英国保守党议会负责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业部的国务大臣特蕾莎·维利尔兹（Theresa Villiers）日前做出

确认，英国脱欧后将不会进口“氯洗鸡”（chlorine-washed chicken，即含氯鸡肉）。 

 

据 BBC 报道，特蕾莎·维利尔兹称，这一禁令将在英国脱离欧盟之后立法。在提到动物福利和英国的高标准生产

时，特蕾莎·维利尔兹称，现行有关此类产品的进口禁令将继续执行。 

 

在特蕾莎·维利尔兹确认该禁令前几个月，该事件受到来自生产商和消费者的高度关注。 

  

 

 

 

 

 

 

 

 

 

 

 

 

 

 

 

 

 

 

 

 

 

 

 

 

 

 

 

 

 

文章来源：第一食品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51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95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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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欧盟禁用毒死蜱、甲基毒死蜱和噻虫啉 

3 类农药 
食品伙伴网讯  据《欧盟公报》新发布法规内容：2020年 1月 13日、14日欧盟分别发布法规(EU) 2020/18、

(EU)2020/17、(EU)2020/23：禁止批准更新毒死蜱、甲基毒死蜱、噻虫啉等 3类农药的使用，法规概要解析如下： 

  

（1）法规(EU) 2020/18、法规(EU) 2020/17将于 2020年 1月 16日起生效实施，规定禁止批准更新毒死蜱和甲

基毒死蜱的使用，并要求删除实施法规（EU）No 540/2011 的附件 A部分中第 111和 112行关于毒死蜱和甲基毒死蜱

的相关信息，明确规定欧盟成员国不得迟于 2020年 2月 16日之前撤销对含有毒死蜱和甲基毒死蜱作为活性物质的植

物保护产品进行授权的过渡措施。目前欧盟对毒死蜱和甲基毒死蜱使用期限有关的法规体现在（EU）2018/1796中：

毒死蜱和甲基毒死蜱的批准使用期限延长至 2020年 1月 31日，但是鉴于在延长的批准期限届满之前欧盟已决定不再

批准延期，法规  (EU) 2020/18 和法规(EU) 2020/17 规定成员国应根据第（EC）1107/2009号条例第 46条授予的宽

限期应于 2020年 4月 16日起不再适用于植物保护产品。 

  

（2）法规(EU) 2020/23将于 2月 3日起实施生效，规定禁止批准更新噻虫啉的使用，并删除实施法规（EU）No 

540/2011的附件 A部分中第 92行关于噻虫啉的相关信息，该法规要求欧盟成员国最迟应于 2020 年 8月 3日之前撤销

关于含有噻虫啉作为活性物质的植物保护产品授权的过渡措施，并需根据第（EC）1107/2009号条例第 46条内容规定

的宽限期最迟于 2021 年 2月 3日届满。 

  

食品伙伴网在此提醒与欧盟方面有农产品或食品业务往来的企业或个人：实时关注该类禁令的实施日期并采取相

关应对措施，以免因违反欧盟规定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7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57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0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54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8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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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越南某超市因销售违规食品被罚 

食品伙伴网讯 据越南凉山省市场监管局信息：2020年 1月 13号，该局检查人员在对某超市进行安全检查时发

现大量按期在售食品存在违规销售问题。 

 

据悉，该家名为 Binh Cam 的超市位于凉山市 Hoang Van Thu区 Ba Trieu街 299号，执法人员在检查时发现

200 多件产品违反食品安全相关规定，包括：国外产啤酒、干果、饮料、茶叶和味精等，总货值约达 2000万越南盾（约

合人民币 5800元）。 

 

检查过程中，超市负责人未能向执法人员提供相关产品发票及其他凭证。目前所有违规产品均被没收，此案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待查明后，将依法处理。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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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我国终止办理输俄水产养殖产品的官方

认证服务 
食品伙伴网讯  俄罗斯联邦兽医与植物检疫监督局（Rosselkhoznadzor）1月 14日消息：在该局与我国海关

总署之间协议的基础上，应我国要求，Rosselkhoznadzor颁发指令：宣布自 2020 年 1月 13日起暂停从我国进口水

产养殖产品。为保证俄方指令落地执行，我国终止办理如下水产养殖产品的输俄认证服务： 

  

鳗鱼、罗非鱼、鲟鱼、鳟鱼、虾类产品以及含有上述水产养殖产品成分的冷冻海鲜混合产品（海鲜鸡尾酒）。 

 

此外，在我方作出承诺的前提下，俄方允许我国 3家水产企业对俄出口相关产品（2家为鳗鱼产品生产企业，1

家为鲟鱼产品生产企业）。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82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82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8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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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泰国最新通报 2019 年 12 月份食品质量

安全抽检不合格信息 
食品伙伴网讯  泰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最新公布了 2019 年 12月食品抽检检测不合格信息，发现一起沙门氏

菌超标样品。经公布的分析报告结果显示，在冰淇淋样品中检出含有沙门氏菌超标，而根据泰国公共卫生部公告，

食品中微生物限量标准为 25克食品中不得检出沙门氏菌。 

 

    因此，为了保护消费者，根据《食品法》B.E.2522第 30条第 3款的规定，泰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不合

格食品信息如下： 

 

样品采集时间 样品采集处 标签内容 检测结果 

2019年 3月 12日 马利卡国际食品有限公司 

（曼谷布唔空木区那娃民

街道怕色鄂图玛努科塔小

巷第 13/10号） 

“完全友好的椰子冰淇淋” 

（混合椰奶冰淇淋） 

FDA食品序列号：10-1-194

55-1-0024 

最佳食用日期： 

2019年 11月 09日 

检测出沙门氏菌 

（Salmonella enterrica 

supsp. Houtenaeser. 43:

z4, z23:-） （不符合泰国

公共卫生部公告关于食品

中微生物标准的法规规定，

即在 25克食品中不得检出

沙门氏菌） 

 

泰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公众宣布谨慎购买上述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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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7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57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57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5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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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注意！法国疑受诺如病毒污染的贝类销至

我国 
食品伙伴网讯   据欧盟食品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消息，2020 年 1月 9日，法国通过 RASFF通报本

国的牡蛎、贻贝、蛤不合格，因为这些产品可能受到了诺如病毒的污染。具体通报内容如下： 

 

通报时间 通报国 通报产品 编号 通报原因 销售状态/采取措施 通报类型 

2020-1-9 法国 牡蛎、贻

贝、蛤 

2020.0135 疑似受诺如病毒污染 产品（可能）不再上

市/-- 

注意信息通报 

  

  据了解，不合格产品除了在法国销售之外，还分销至了中国、比利时、丹麦、德国、意大利、日本、卢森堡、

西班牙和瑞士。 

   

相关报道：香港暂停法国 35.11及 35.06产区出产的介贝类海产进口及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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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72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28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48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7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20/01/5468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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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韩国发布 2019 年对境外生产企业的现场

检查结果 
  食品伙伴网讯 1月 15 日，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处（MFDS）发表消息称：2019年，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处对 458

家境外生产企业进行了现场检查，查处 66 家卫生状况不佳的境外生产企业，对相关企业采取了停止进口的措施。 

  

  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处对 127家中国生产企业进行了现场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对 24家企业采取了停止进口的措

施。 

  

  主要违反内容有：▲原料、辅料的卫生状况不佳 ▲处理食品的机器、器具类的清洗、消毒等卫生管理不到位▲

车间从业人员的个人卫生管理不到位▲车间内的防虫、防鼠管理不到位等以食品安全为基本的卫生、安全管理相关

的事项。 

  

  *境外生产企业：是指进口食品等生产、制造、加工、处理、包装、保管等设施位于境外的企业。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6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5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8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9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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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欧盟批准烟酰胺核苷氯化物作为新型食品

投放市场 
食品伙伴网讯  据欧盟官方公报消息，2020年 1月 13日，欧盟委员会发布（EU） 2020/16号条例，批准烟酰

胺核苷氯化物（nicotinamide riboside chloride）作为新型食品投放市场。主要修订如下： 

  

  将烟酰胺核苷氯化物列入实施法规（EU）2017/2470中建立的授权新型食品的清单中。该物质在指令 2002/46/

EC 规定的食品补充剂中的限量为一般成年人每天 300 mg，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为每天 230mg。含有这种新型食品的食

品标签上的名称应为“Nicotinamide riboside chlo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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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11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1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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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2019 年 11 月我国食品违反澳大利亚进口

食品控制法情况 
  说明：本资料来自澳大利亚农业部官方网站，由食品伙伴网翻译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如有疑问，请联系 ne

ws@foodmate.net。 

  

食品伙伴网讯  近日，澳大利亚农业部更新 11月份进口食品违规情况，通报我国多批次产品不合格。 

 

序

号 

违规日期 产品描述  厂家 违规类型    检测结果  标准 

1 2019-11-1 冷冻烤鳗

鱼 

Jiangxi Donghai Fo

od Co Lyd 

李斯特菌 检出 FSH 07/2018 

2 2019-11-7 咸桃脯 Farmer's Cottage F

oodstuff Co., Ltd 

铅 0.21mg/kg    

    

FSC 1.4.1 

3 2019-11-7 话梅 Farmer's Cottage F

oodstuff Co., Ltd 

铅   0.21mg/kg     FSC 1.4.1 

4 2019-11-14 小麦粉 Yi-Feng Food Co., 

Ltd.（台湾地区） 

维生素 C 不允许在此种食物中添

加 

FSC 1.3.2 

5 2019-11-28 冷冻熟虾 Zhejiang Ocean Fam

ily Co Ltd 

标准板计

数 

240000cfu/g,110000cf

u/g,160000cfu/g,4500

00cfu/g,68000cfu/

g         

CRU 03/2019 

6 2019-11-29 单体速冻

草莓（整

颗） 

Rongze Food Manufa

cturing Co 

乙酰甲胺

磷 

0.073mg/kg     FSC 1.4.2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5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5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9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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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2020年 1月输日食品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

情况（1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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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国 不合格内容 担当检

疫所 
输入者 备考 

1 1 月 10 日 牛奶 PREMIATA 
GELATERIA
 F.LLI MIC
HIELAN SR

L 

意大利 大肠菌群 阳
性 

成田空

港 
ジャパンソ

ルト 株式

会社 

自主检

查 

2 1 月 10 日 加热后摄食

冷冻食品（冻

结前未加

热）：冷冻生

姜 

LIANYUNG
ANG BEFE
 FOODS C

O.,LTD. 

中国 检出 噻虫嗪

 0.02 ppm 
神戸二

課 
株式会社 

神戸物産 
命令检

查 

3 1 月 10 日 加热后摄食

冷冻食品（冻

结前加热）：

双壳贝类 

DonGGAN
G CITY TI
ANHONG A
QUATIC F
OODSTUFF
 CO., LTD. 

中国 检出 扑草净

 0.15 ppm 
東京 中村貿易 

株式会社 
命令检

查 

4 1 月 10 日 杀菌食品酱

类 
KSB FOOD
 CO.,LTD. 

韩国 使用基准不

合格（聚山梨

醇酯 80 0.
078 % ） 

横浜 株式会社 

神戸物産 
行政检

查 

5 1 月 10 日 其他盐(TAB
LE SALT S
AMARDAL

A) 

BIOSET O
OD 

保加利亚 指定外添加

物(使用含碘

盐) 

関西空

港 
有限会社 

中垣技術士

事務所 

行政检

查 

6 1 月 10 日 糖浆（WINT
ERMELON 
SYRUP） 

EMPIRE EA
GLE FOOD
 CO.,LTD. 

中国台湾 使用基准不

合格（检出 
苯甲酸 0.7
91 g/kg ） 

東京 永真 株式

会社 
自主检

查 

 
更多内容详见：2020 年 1 月输日食品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情况（1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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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foodmate.net/shuri/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71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7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20/01/5475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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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欧 盟 食 品 和 饲 料 类 快 速 预 警 系 统

（RASFF）通报（2020年第 2周） 
  食品伙伴网讯  据欧盟官方网站消息，在 2020年第 2周通报中，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通

报中国食品及相关产品有 4例。具体通报信息如下： 

 

通报时间 通报国 
通报产

品 
编号 通报原因 销售状态/采取措施 

  

通报类型 

2020-1-6 
法国 茶 2020.0054 

未授权物质唑虫酰胺

（0.031 mg/kg） 

产品未在市场销售/

未采取措施 

拒绝入境

通报 

2020-1-6 

葡萄牙 枸杞 2020.0051 

未授权物质呋喃丹

（0.0052 mg/kg）、

克螨特（0.015 mg/k

g） 

产品未在市场销售/

销毁 

拒绝入境

通报 

 2020-1-6 
荷兰 梨 2020.0048 

毒死蜱（0.039 mg/k

g） 

仅限通知国分销/扣

留 

注意信息

信息通报 

2020-1-10 
波兰 红茶 2020.0147 

未授权物质蒽醌（0.0

49mg/kg） 

产品未在市场销售/

销毁 

拒绝入境

通报 

  

  食品伙伴网提醒各出口企业，要严格按照出口国要求进行产品出口，不使用欧盟未授权物质，注意食品中的农药

残留，保证食品的安全性，规避出口风险。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7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75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50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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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日本研究证实铜藻有助抑制肥胖 

  新华社东京 1月 15日电  日本科研团队日前通过动物实验证实，作为健康食品受到关注的铜藻确实有助于

抑制肥胖和防止血糖值快速上升。 

 

  铜藻是褐藻纲马尾藻属的一种大型海藻。日本一些地方的居民习惯食用铜藻，认为铜藻中的食物纤维有助于预

防生活习惯病。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福井县立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组成团队，在 2019年春天开展了一项动物实验，以验证

铜藻是否有此功效。 

 

  研究人员将采集来的铜藻用水清洗后磨成粉末，加入高脂肪饲料中喂食实验鼠，并观察实验鼠的体重和体脂变

化。他们发现，只食用高脂肪饲料的对照组实验鼠体重和内脏脂肪均有显著增加，而饲料中添加铜藻的实验鼠体重、

内脏脂肪、肝脏重量等几乎未发生变化，体内血糖值的上升势头也得到了抑制。 

 

  研究人员认为，铜藻中的海藻酸和岩藻多糖具有抑制肠道吸收脂肪和糖分的作用。他们计划今后据此开发一些

有益健康的功能性食品。 

 
 
 
 
 
 
 
 
 
 
 
 
 
 
 

 

  
 
 
 
 
 
 
 
 
 
 

      文章来源：新华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8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56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56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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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新研究显示饮绿茶而不是红茶可能

有助于长寿 
   参考消息网 1月 11日报道 美媒称，中国的研究人员发现，喝绿茶而不是红茶的人可能会更加长寿，尤其是对

男性群体来说。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网站 1月 9日报道，一项新的研究显示，每周喝至少三次茶可以降低死于心血管疾病的

风险，而且喝茶与长寿和健康有关，至少是在中国。 

  

  研究人员对 100902名没有心脏病、中风或癌症史的中国人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并将他们分为两组：习惯性喝茶

者（即每周喝茶次数三次以上的人）和从不或没有喝茶习惯者（即每周喝茶次数不到三次的人）。他们对受访者进

行了 7年时间的随访。 

  

  他们的分析发现，经常喝茶的人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低 20%，死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低 22%。而与不经常喝

茶的人相比，经常喝茶的人到了 50岁时可能会多活 1.26 岁。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北京协和医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顾东风博士通过电子邮件说：“我们发现，对男性来说，

有喝茶习惯的保护作用非常明显，但对女性来说一般。” 

  

  顾东风说：“一个原因可能是，男性有喝茶习惯的人的比例大约是女性的 2.5倍。”在接受调查的男性中，约

48%的人经常喝茶，而女性中这一比例为 20%。 

 

  顾东风说，中国女性更有可能喝玫瑰花茶或荷叶茶，但这方面的信息不包括在内。 

  

  在他们的分析中，研究人员对吸烟、饮酒、饮食和体育活动等因素进行了控制，从而解释了饮茶与长寿之间的

关系。然而，作为一项观察性研究，它不能确定因果关系，只能确定关联关系。 

  

  英国营养师协会发言人、注册营养师乔迪·雷尔夫说：“报告中没有提到的其他问题包括：首先，那些不喝茶

的人喝了什么——茶是不是被含糖饮料或含咖啡因饮料所取代，而这是否增加了风险？” 

  

  顾教授说，喝红茶的益处“没有统计学意义”，但这可能是因为参与这项研究的喝红茶者要少得多——只有约

8%的喝茶者说他们喜欢红茶。 

  

  顾教授还说，绿茶富含黄酮类化合物（尤其是茶多酚），这些生物活性物质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红茶虽然来

自同一种植物，但采摘后红茶的加工方式不同于绿茶。 

  

  他说：“红茶经过充分发酵，茶多酚可能被氧化成色素并在发酵过程中失活。因此，绿茶在抗氧化方面往往比

红茶更有效，从而改善血脂状况，更有效地保护心血管。” 

  

  作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饮料，顾东风说各地的饮茶习惯不尽相同，而这一研究结果或许不适用于西方国家。在

西方，红茶是更受欢迎的选择——通常是与牛奶或糖一起喝。 

  

  阿斯顿大学阿斯顿医学院的注册营养师、高级助教杜安·梅勒说，虽然绿茶是安全的，或许也有好处，但绿茶

保健品“应该慎重，因为有大量肝损伤病例报告，这些人摄入了大量的绿茶保健品”。 

 

    文章来源：参考消息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50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17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73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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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破解优质蛋白玉米育成之谜 

   2020年 1月 7日，《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

中心巫永睿研究组和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王文琴研究组合作的题为 Long-read sequencing reveals 

genomic structural variations that underlie creation of quality protein maize 的研究论文。他们通过 PacBio

三代基因组测序、BSA-seq 遗传定位和 RNA-seq 转录组分析相结合的手段，深入解析了优质蛋白玉米（Quality 

Protein Maize, QPM）选育的基因组结构变异基础，全面挖掘了潜在的硬质胚乳修饰因子。 

 

  玉米是世界第一大粮食和饲料作物，但蛋白营养品质很差，这是由于胚乳中主要储藏蛋白是不含必需氨基酸的

醇溶蛋白。o2是高赖氨酸突变体，其醇溶蛋白含量下降了 60%，而其它富含赖氨酸的优质蛋白互补性地上升，这样

不仅使籽粒总蛋白水平基本不变，而且赖氨酸总含量也随之大幅度增加，然而 o2籽粒有很多其它农艺性状上的缺

陷，比如软质胚乳、千粒重下降、容易感病等，所以很难直接产业化。从上世纪 60年代开始，国际玉米小麦改良

中心从 o2群体中不断筛选积累 o2 的修饰因子（o2 modifiers, Mo2s）把软质胚乳恢复成硬质胚乳，同时保持 o2

的高赖氨酸性状，这种硬质高赖氨酸版本的 o2 玉米就称作优质蛋白玉米（Quality Protein Maize, QPM）。优质

蛋白玉米是高赖氨酸玉米，营养价值堪与牛奶媲美，其产业化大大改善了南美、非洲和亚洲等一些以玉米为主食的

发展中国家人群因缺乏赖氨酸、色氨酸引起的营养不良症。在中国，如果生猪用优质蛋白玉米饲养，料肉比显著下

降，即用同样量的饲料能使猪增重 37%。同时，以优质蛋白玉米作为饲料的另一优势是生猪可以充分吸收并同化玉

米蛋白质氨基酸，减少粪便中氮的排放，减少环境污染的压力。 

 

  优质蛋白玉米以热带玉米种质为基础育成，当它被引进到温带气候国家，如中国，它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把

存在于热带种质中的修饰因子转到温带种质的骨干自交系中。然而，修饰基因和与其相互作用的因子还不知道，导

致这个转化过程很漫长，而且最后得到的很多转化系还不是全硬质胚乳，而是半硬质胚乳。这样的品种品相不好，

农艺表现不如全硬质胚乳；我国地域和气候差别很大，经过千辛万苦育成的优质蛋白玉米品种的适宜区域非常有限，

很难大范围推广，大大制约了优质蛋白玉米的发展。如果优质蛋白玉米具有参考基因组序列并开发胚乳修饰因子的

分子标记，这必将大大加快其育种进程， 为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巫永睿研究组长期致力于玉米蛋白品质研究，收集了丰富的优质蛋白玉米材料，而上海交通大学王文琴研究组

的研究兴趣是通过计算生物学及与分子生物学相结合的手段研究玉米复杂农艺性状。为挖掘优质蛋白玉米所有胚乳

修饰因子，他们合作对来自南非的优质蛋白玉米自交系 K0326Y基因组进行了三代测序，最终组装出的基因组大小

为 2148 Mb，contig N50 达到了 7.77 Mb。当 K0326Y与冷泉港 Doreen Ware 团队拼装的 B73和中国农业大学赖锦

盛团队的 Mo17进行比较基因组学分析，他们发现 K0326Y 与其它两个玉米基因组之间有丰富的序列多样性及结构变

异，这构成了玉米品种间多样性的主要原因。他们构建了 K0326Y与来源于美国的普通 o2自交系 W64Ao2的 F2群体，

并对群体中完全硬质和粉质的极端分离个体进行混池测序，鉴定到了多个修饰因子的 QTL 位点；同时，通过对两组

优质蛋白玉米和 o2突变体（K0326Y vs W64Ao2和 CM105Mo2 vs CM105o2）进行 RNA-seq分析，共鉴定到了 1791个

共同差异表达基因。结合以上数据，他们发现了一些与多个胚乳修饰因子遗传位点紧密相连的候选基因，这些基因

具有结构变异和表达水平改变等遗传特征。据此并结合近期其他研究成果，他们提出了解释优质蛋白玉米硬质胚乳

形成的分子机制模型（如图）。他们构建的高质量优质蛋白玉米基因组以及鉴定出的具有结构变异和表达差异的候

选基因将会促进优质蛋白玉米胚乳修饰因子分子标记开发及分子育种。 

 

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博士后李长生和中科院分子植物卓越中心博士后向小利为该论文共同第一作者。

分子植物卓越中心博士生黄永财、博士后周勇、助研王琼，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后安冬等人参与了该工作。 

 

更多内容详见：科学家破解优质蛋白玉米育成之谜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院 

http://news.foodmate.net/tag_50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78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85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85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87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2020/01/5469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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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品牌目录首批区域公用品牌价值

评估和影响力指数发布 
  1月 10日，中国农业品牌目录首批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和影响力指数发布。这是由中国农产品市场协

会组织中国农业大学等单位，选取中国农业品牌目录 2019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中的 100个品牌开展的公益性价值评

估和影响力指数评价，涵盖十大类农产品。 

 

  中国农业品牌目录 2019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已在 2019年 11月举办的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上正式发

布，包含 300个特色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这是由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指导，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牵头，会

同中国农村杂志社等有关单位，本着自愿、公开、公正、公益原则，面向社会共同征集，经区域公用品牌主体申报、

材料汇总初审、征求省级主管部门意见、专家评审委员会推选和社会公示等程序综合评定选出的。 

 

  据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制度课题组负责人陆娟介绍，评估和评价工作

立足于我国农业的资源禀赋、产业规模、品牌价值、市场号召力以及生产传统等要素，坚持市场导向，以评估的独

立性、科学性和动态性为原则，以品牌价值理论和超额价值理论为基础，旨在构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价体

系。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韩一军表示，本次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和影响力指数评价，

有利于各级政府部门掌握我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实际情况，为顶层设计、政策创设及扶持政策的出台提供

服务；有利于提升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竞争力；有利于增进消费者对我国优秀品牌的了解和认知度，增强消费者对

国内品牌的消费信心。 

  

 

 

 

 

 

 

 

 

 

 

 

 

 

 

 

 

 

 

 

 

 

 

 

   文章来源：农民日报 

http://news.foodmate.net/tag_50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5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50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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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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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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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资料，语种涉及中、英、日、韩、德、法、俄等二十余种互译。 

 

为什么选择我们？ 

 

我司与普通翻译公司最大的区别：理科背景人才+外语专业人才=专业的科技翻译 

 

 翻译的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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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专业译员双向校对，确保译文专业性。 

 

 流程的正规化 

严格按照初译-校审-专业校审-定稿-反馈-复核流程处理每份稿件。 

 

 团队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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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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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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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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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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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5 日      成都       TWC 君悦春糖全球精品酒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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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       世界食品（深圳）博览会 ANUFOOD China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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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6-18 日      上海       2020 上海社区团购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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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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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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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6-21 日      南京       第十四届江苏春季食品商品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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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 日      上海       BIOFACH CHINA 2020 中国国际有机产品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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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5 日      厦门       2020 中国厦门国际新兴茶饮产业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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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日        徐州       2020 第 10 届中国东部（徐州）糖酒食品交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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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 日     石家庄      2020 首届中国石家庄国际烘焙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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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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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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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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6 日      广州       第五届 ICEE 中国（广州）国际跨境电商展暨跨境商品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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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日        上海       第二届上海重要产品追溯技术与应用展览会 
9 月 4-6 日        深圳       2020 深圳国际跨境电商交易博览会 
9 月 11-13 日      广州       第十一届广州国际食品及饮料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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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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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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千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添加剂配料 

东莞市齐协微波设备有限公司—食品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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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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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qcsw.foodmate.net/
http://qixiew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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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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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12 月份培训信息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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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HACCP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内审员 北京 3 天 2020/2/5 2020/2/7 

2 FAMI-QS:饲料安全意识培训(FAMI-QS 授权课程） 天津 3 天 2020/2/5 2020/2/7 

3 BRCGS《包装材料全球标准》第六版内审员 ATP 培训 青岛 2 天 2020/2/6 2020/2/7 

4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内审员培训课程 苏州 3 天 2020/2/10 2020/2/12 

5 FSPCA 人类食品预防控制措施（FDA 认可的 PCQI 课程） 厦门 3 天 2020/2/10 2020/2/12 

6 BRCGS《食品安全全球标准》第八版外审员 ATP 培训 上海 5 天 2020/2/10 2020/2/14 

7 China HACCP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内审员 深圳 3 天 2020/2/12 2020/2/14 

8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培训通知 青岛 1 天 2020/2/12 2020/2/12 

9 食品行业供应商审核 上海 2 天 2020/2/13 2020/2/14 

10 GLOBAL G.A.P.全球良好农业操作规范标准及内部检查员-种植 
南宁/
昆明

2 天 2020/2/13 2020/2/14 

11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 青岛 2 天 2020/2/13 2020/2/14 

12 食品过敏原管理 广州 1 天 2020/2/13 2020/2/13 

13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内审员培训课程 大连 3 天 2020/2/17 2020/2/19 

14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内审员培训课程 杭州 3 天 2020/2/17 2020/2/19 

15 China HACCP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内审员 
长沙/
南宁

3 天 2020/2/17 2020/2/19 

食品伙伴网培训中心培训信息 

更多行业会议请关注

http://www.foodmate.net/hyhy/
http://train.foodmate.net/
mailto:ctc@foodmate.net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44.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45.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64.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73.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46.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65.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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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73.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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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FSPCA 人类食品预防控制措施（FDA 认可的 PCQI 课程） 青岛 3 天 2020/2/17 2020/2/19 

17 FSPCA 人类食品预防控制措施（FDA 认可的 PCQI 课程） 
广州/
深圳 

3 天 2020/2/17 2020/2/19 

18 IPM 综合虫害控制管理 上海 2 天 2020/2/17 2020/2/17 

19 美国「食品安全现代化法」动物食品/饲料预防性控制措施（PCQI）培训 青岛 3 天 2020/2/17 2020/2/19 

20 美国「食品安全现代化法」人类食品预防性控制措施（PCQI）培训 上海 3 天 2020/2/17 2020/2/1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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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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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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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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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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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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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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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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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内审员培训课程 合肥 3 天 2020/2/19 2020/2/2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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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关于举办新版 RB/T214-2017 和 CNAS-CL01:2018 体系文件的编写、修改的方

法及如何应对质量监督管理评审工作及能力提升班”的通知 
沈阳 3 天 2020/2/19 2020/2/21 

32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 威海 2 天 2020/2/20 2020/2/21 

33 食品过敏原管理 
长沙/
南宁 

1 天 2020/2/20 2020/2/20 

34 
关于举办新版 RB/T214-2017 和 CNAS-CL01:2018 体系文件的编写、修改的方

法及如何应对质量监督管理评审工作及能力提升班”的通知 
成都 3 天 2020/2/20 2020/2/22 

35 
关于举办新版 RB/T214-2017 和 CNAS-CL01:2018 体系文件的编写、修改的方

法及如何应对质量监督管理评审工作及能力提升班”的通知 
绵阳 3 天 2020/2/20 2020/2/22 

36 食品行业的投诉与投诉管理培训 苏州 1 天 2020/2/21 2020/2/21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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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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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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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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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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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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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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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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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2020 年全国酒类企业食品质量安全控制专项培训通知 北京 3 天 2020/2/22 2020/2/2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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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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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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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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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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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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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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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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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hina HACCP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内审员 厦门/ 3 天 2020/2/24 20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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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55 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 天津 3 天 2020/2/24 2020/2/26 

56 食品过敏原管理 厦门 1 天 2020/2/24 2020/2/2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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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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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hina HACCP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内审员 长春 3 天 2020/2/26 2020/2/28 

60 FAMI-QS:饲料安全意识培训(FAMI-QS 授权课程） 
哈 尔

滨 
3 天 2020/2/26 2020/2/28 

61 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 青岛 3 天 2020/2/26 2020/2/28 

62 
关于举办新版 RB/T214-2017 和 CNAS-CL01:2018 体系文件的编写、修改的方

法及如何应对质量监督管理评审工作及能力提升班”的通知 
济南 3 天 2020/2/26 2020/2/28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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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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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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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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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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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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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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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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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 济宁 2 天 2020/2/27 2020/2/28 

72 
关于举办新版 RB/T214-2017 和 CNAS-CL01:2018 体系文件的编写、修改的方

法及如何应对质量监督管理评审工作及能力提升班”的通知 
贵阳 3 天 2020/2/27 2020/2/29 

73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专题培训班 广州 2 天 2020/2/29 2020/3/1 
2020 年 3月份 

序号 培训会议名称 地点 周期 开始时间 到期时间 

1 FSPCA 人类食品预防控制措施（FDA认可的 PCQI 课程） 天津 3天 2020/3/2 2020/3/4 

2 FSPCA 动物食品预防控制措施（FDA认可的 PCQI 课程） 天津 3天 2020/3/2 2020/3/4 

3 ISO 45001:2018 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天津 3天 2020/3/2 2020/3/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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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GMP+饲料安全保证体系内审员培训 天津 2天 2020/3/3 2020/3/4 

6 2020年 3月期啤酒精酿师培训课程 北京 7天 2020/3/4 2020/3/1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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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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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国内外食品接触材料卫生标准 广州 2天 2020/3/5 2020/3/6 

10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专题培训班 青岛 2天 2020/3/7 2020/3/8 

11 虫害防控 北京 2天 2020/3/9 2020/3/10 

12 食品防护计划 天津 1天 2020/3/9 2020/3/9 

13 China HACCP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内审员 
长 沙 /

南宁 
3天 2020/3/9 2020/3/11 

14 China HACCP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内审员 
厦 门 /

海口 
3天 2020/3/9 2020/3/11 

15 FSPCA 人类食品预防控制措施（FDA认可的 PCQI 课程） 天津 3天 2020/3/9 202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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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GMP+饲料安全保证体系内审员培训 天津 2天 2020/3/9 2020/3/10 

17 食品安全和质量管理体系（ISO 9001,HACCP,ISO 22000）整合内审员 青岛 4天 2020/3/10 2020/3/1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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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 哈尔滨 3天 2020/3/11 2020/3/13 

20 China HACCP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内审员 苏州 3天 2020/3/11 2020/3/13 

21 GMP+饲料安全保证体系内审员培训 青岛 2天 2020/3/12 2020/3/13 

22 IPM 综合虫害控制管理 南京 2天 2020/3/12 2020/3/13 

23 国内外食品接触材料卫生标准 深圳 2天 2020/3/12 2020/3/1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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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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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虫害防控 长春 2天 2020/3/16 2020/3/17 

27 产品追溯和召回制度培训 
成 都 /

重庆 
1天 2020/3/16 2020/3/16 

28 FSPCA 人类食品预防控制措施（FDA认可的 PCQI 课程） 
成 都 /

重庆 
3天 2020/3/16 2020/3/18 

29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内审员培训课程 宁波 3天 2020/3/16 2020/3/18 

30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内审员培训课程 武汉 3天 2020/3/16 2020/3/18 

31 食品行业“良好生产规范”GMP标准及实施 苏州 2天 2020/3/16 2020/3/17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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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关于举办新版 RB/T214-2017和 CNAS-CL01:2018 体系文件的编写、修改的

方法及如何应对质量监督管理评审工作及能力提升班”的通知 
盘锦 3天 2020/3/18 2020/3/20 

34 HACCP 内审员培训通知 青岛 1天 2020/3/18 2020/3/18 

35 China HACCP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内审员 合肥 3天 2020/3/18 2020/3/20 

36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内审员培训课程 长春 3天 2020/3/18 2020/3/20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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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GLOBAL G.A.P.全球良好农业操作规范标准及内部检查员-种植 青岛 2天 2020/3/19 2020/3/20 

39 GMP+饲料安全保证体系内审员培训 大连 2天 2020/3/19 2020/3/20 

40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 青岛 2天 2020/3/19 2020/3/20 

41 
关于举办新版 RB/T214-2017和 CNAS-CL01:2018 体系文件的编写、修改的

方法及如何应对质量监督管理评审工作及能力提升班”的通知 
昆明 3天 2020/3/19 2020/3/21 

42 食品供应商管理 大连 2天 2020/3/19 2020/3/20 

43 IPM 综合虫害控制管理 苏州 2天 2020/3/19 2020/3/20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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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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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专题培训班 重庆 2天 2020/3/21 2020/3/22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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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FSPCA 人类食品预防控制措施（FDA认可的 PCQI 课程） 大连 3天 2020/3/23 2020/3/25 

49 IPM 综合虫害控制管理 苏州 2天 2020/3/23 2020/3/24 

50 FSPCA 人类食品预防控制措施（FDA认可的 PCQI 课程） 大连 3天 2020/3/23 202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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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GMP+饲料安全保证体系内审员培训 青岛 2天 2020/3/23 2020/3/24 

52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内审员培训课程 苏州 3天 2020/3/23 2020/3/25 

53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内审员培训课程 天津 3天 2020/3/23 2020/3/25 

54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内审员培训课程 郑州 3天 2020/3/23 2020/3/25 

55 2020川菜川调标准化加工技术研讨会 成都 2天 2020/3/24 2020/3/25 

56 2020农药残留检测技术培训班 北京 2天 2020/3/24 2020/3/25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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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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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培训通知 烟台 1天 2020/3/25 2020/3/25 

60 食品原材料供应商筛选与管理 厦门 2天 2020/3/25 2020/3/26 

61 
关于举办新版 RB/T214-2017和 CNAS-CL01:2018体系文件的编写、修改的

方法及如何应对质量监督管理评审工作及能力提升班”的通知 
沈阳 3天 2020/3/25 2020/3/27 

62 
关于举办新版 RB/T214-2017和 CNAS-CL01:2018 体系文件的编写、修改的

方法及如何应对质量监督管理评审工作及能力提升班”的通知 
天津 3天 2020/3/25 2020/3/27 

63 China HACCP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内审员 武汉 3天 2020/3/25 2020/3/27 

64 China HACCP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内审员 杭州 3天 2020/3/25 2020/3/27 

65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内审员培训课程 青岛 3天 2020/3/25 2020/3/27 

66 三月 南京 ISO22000&FSSC22000 转版培训 南京 4天 2020/3/25 2020/3/28 

67 虫害防控 青岛 2天 2020/3/26 2020/3/27 

68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 济宁 2天 2020/3/26 2020/3/27 

69 2020 生物治疗产业大会暨展览会 北京 2天 2020/3/28 2020/3/29 

70 2020感官评价实践 Workshop 集训营 （广州站）通知 广州 2天 2020/3/28 2020/3/29 

71 虫害防控 天津 2天 2020/3/30 2020/3/31 

72 第四届管理体系标准发展论坛 济南 2天 2020/3/30 2020/3/31 

73 食品行业供应商审核 合肥 2天 2020/3/30 2020/3/31 

2020 年 4-12 月份 

序号 培训会议名称 地点 周期 开始时间 到期时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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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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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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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四月 中山 三体系内审员培训】-ISO9001&ISO22000&HACCP 中山 3天 2020/4/16 2020/4/1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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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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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四月 郑州 6S培训 郑州 2天 2020/4/23 2020/4/2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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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020第十一届国际基因节大会 大连 4天 2020/4/25 2020/4/28 

10 四月 北京 加工、餐饮、贮运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培训 北京 4天 2020/4/26 2020/4/2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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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五月 西安 三体系内审员培训】-ISO9001&ISO22000&HACCP 西安 3天 2020/5/21 202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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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负昆明 4天 2020/5/24 2020/5/27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48.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73.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73.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73.html
http://www.foodmate.net/hyhy/show.php?itemid=781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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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foodmate.net/show-5558.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59.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68.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68.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68.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68.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44.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44.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73.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74.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52.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57.html
http://www.foodmate.net/hyhy/show.php?itemid=774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82.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52.html
http://www.foodmate.net/hyhy/show.php?itemid=780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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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1.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26.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8.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8.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75.html
http://www.foodmate.net/hyhy/show.php?itemid=778
http://www.foodmate.net/hyhy/show.php?itemid=782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77.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90.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90.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576.html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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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和授权签字人培训班的通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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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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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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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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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 4天 2020/6/26 202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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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鲁木

齐 
4天 2020/7/16 2020/7/1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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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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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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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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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和浩

特 
4天 2020/8/19 202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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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4天 2020/8/22 2020/8/2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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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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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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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 4天 2020/9/24 2020/9/2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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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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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4天 2020/10/26 2020/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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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 4天 2020/11/13 2020/11/1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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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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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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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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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 4天 2020/12/15 2020/12/1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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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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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2019年健康管理师职业技能培训 合肥 1个月 全年开班 

37 2019年营养师职业技能培训 合肥 1个月 全年开班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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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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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rain.foodmate.net/show-54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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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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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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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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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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申石蓝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厂长 
福建申石蓝食品有限公司-品控经理 
洛阳万景祥牡丹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食品研发总监 
洛阳万景祥牡丹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食品质检员 
广东省阳春酒厂有限公司-技术部助理 
绿海食品（固安）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山西农谷沁州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厂长/副总 
山西农谷沁州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区经理 
山西农谷沁州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省区经理 
厦门农鑫农产品有限公司-质检员 
银谷玫瑰科技有限公司-食品检验员 
清徐县美特好农产品配送物流有限公司-美特好鲜食加工厂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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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show-13136.html
http://job.foodmate.net/job/show-13137.html
http://job.foodmate.net/job/show-13138.html
http://job.foodmate.net/job/show-13139.html
http://job.foodmate.net/job/show-13143.html
http://job.foodmate.net/job/show-13145.html
http://job.foodmate.net/job/show-13150.html
http://job.foodmate.net/job/show-13148.html
http://job.foodmate.net/job/show-13149.html
http://job.foodmate.net/job/show-13128.html
http://job.foodmate.net/job/show-13129.html
http://job.foodmate.net/job/show-13133.html
http://job.foodmat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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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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处见 
【再见，我的 2019】2019，有你真好 
【再见，我的 2019】感恩岁月，砥砺前行！ 
【再见，我的 2019】只有开心，才能进步 
【再见，我的 2019】不断地自我充实，路越来越宽 
【再见，我的 2019】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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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p.weixin.qq.com/s/AYWnQHyrM6G0U7F2LpBqWA
https://mp.weixin.qq.com/s/AirHrkAB58naimE3TMTOUg
https://mp.weixin.qq.com/s/w1_vvDpPNK-K6DfxVoTldQ
https://mp.weixin.qq.com/s/NkGFlBxJqA1EewQ9RtSy1g
https://mp.weixin.qq.com/s/iwO5Hgi3Ywukcn9Y5TkyBw
https://mp.weixin.qq.com/s/Eoj31ZlmN-CERqMP7nGmHg
mailto:job1@foodmate.net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1571-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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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联用、液质联用、高效液相色谱（HLPC）、气相色谱（GS）、原子吸收光谱仪、全自动

凯氏定氮仪、紫外可见光度计、水分测定仪等食品检测行业常用高级和基础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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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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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535-2129198 

 

联系人：陈经理  13365458616（微信同号） 

 

邮箱：mall@foodmate.net 

 

  QQ：859605577 

食品伙伴网食品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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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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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标准法规，食品安全和行业翻译等栏目，信息及时、全面、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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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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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全球的食品行业发展动态和标准法规。 

 

  目前，Global FoodMate 是免费注册和免费建立企业商铺，欢迎广大食品行业进出口方向从业者，使用平台进

行产品推广或者发布供求信息，挑选国外的优质供应商。如果您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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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翻译等栏目，以信息及时、全面、精准著称，每天有数万人浏览各个版块的内容。 

 

  欢迎大家浏览网站，需要广告合作或者其他业务合作，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企业展示 产品展示 在线询价 查看采购 

 

  客户介绍 广告展示 食品安全 行业翻译 

 

  食品资讯 展会动态 诸多功能 等您体验 

 

食品伙伴网国际站： http://www.foodmate.com 

 

  业务 QQ：781685533 

 

Email ：mailto:news@foodmate.com 

 

mailto:global@foodmate.com 

 

联系电话：0535-2154193 

 

食品伙伴网国际站 Global Food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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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食品行业十大热门词汇评选开始投票了！ 
新年巨献：“2020 食品科技创新论坛”,70 场报告等您来！ 
食品伙伴网-ISO22000、FSSC22000 转版培训-3 月南京 
【重磅】GB 7718-202X 来了！ 
食品论坛【第六届】萌宝秀 
 
本周求助帖： 

请问这两种产品的包装是否违法？ 
请问 QS 和 SC 的区别，QS 现在还能使用吗？ 
出厂检验报告问题 
净含量标识是否有问题 
关于农产品追塑平台，有点懵！求解答！ 
委托其他的工厂生产产品可不可以只标委托商信息？ 
sc 是一企一证，那公司的不同产品也要在包装上印同样的 sc 编号吗？ 
修正后的平均实际含量，怎么来的呀 
速冻糍粑标签上面写了中华名点有没有问题？ 
甜面酱、蒜蓉辣酱属于即食调味料吗 
请问各位专家，姜黄、姜黄素、果寡糖可以添加到食物里，作为食品销售吗？ 
把壳寡糖 添加到面包里生产销售，还有特殊的标准和要求吗？ 
每个食品厂都要有食品安全管理员吗？ 
请问有谁了解牛的定点屠宰证的？ 
gb2717-2018 可以做为执行标准标在酿造酱油的标签上吗？ 
泡有酸菜出坛后发黑是什么情况 
型检报告不测全项有什么后果? 
食品标签问题 
食品加工厂卫生措施，都想知道大家是怎么做的？ 
三只松鼠等大品牌代工商质量管理方法和文件 
辣椒干怎样防止霉变 
紫外灯和臭氧发生器可以二选一吗？ 
公司最高管理者和文件编制人变了，HACCP 文件要换版吗？ 
饮料可以有半固态的吗 
怎么样检让验报告可以不写净含量 
食用油泡沫大、应该怎么处理？ 
鸡排边角料怎么处理 
肉制品中是否可以使用过氧化氢来漂白？ 
关于食品级过氧化氢的使用问题 
请教关于食品标签中的问题 
这个菌落吗 

食品论坛热帖荟萃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4601-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3748-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5271-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5324-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4671-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5168-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5092-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5086-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5057-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5032-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4972-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4946-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4929-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4918-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4916-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4691-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4679-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4638-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4626-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5207-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5200-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5105-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5103-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4963-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4922-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4836-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4813-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5071-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5117-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4684-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5179-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4744-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4716-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5089-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4694-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519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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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包和肉包验收合格在存放阶段涨袋原因 
预包装关于食品名称的请教 
标签上的产品名称打错字了怎么补救？ 
 
本周讨论帖： 

猪猪面馆 2020年之 3：发礼品要不要办经营许可证 

猪猪面馆 2020年之 4：加量不加价？ 

猪猪面馆 2020年之 5：员工保健食品卖给小卖部，谁违法？ 

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两个企业的标签，是正常还是瑕疵？ 

零售商品包装上必须有条形码么？ 

原料索票过程中遇见一件奇葩的事情 

散酒之祸 何时可休矣? 

白砂糖和绵白糖在 ISO22000 中可以共用同一 HACCP 计划？ 

关于批准发布《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规范》等 27项地方标准的公告 

这款标签问题与瑕疵不少，来找茬 

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 

【每周学点劳动法】被逼主动离职，也能拿到辞退赔偿！ 

【总结】2019年食品人才中心工作汇总 

这种公司，我还怎么陪它玩下去 

高兴！食品工程专业高级工程师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4649-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5131-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4942-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4705-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5088-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5144-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5141-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5099-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4812-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4753-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5205-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4938-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5115-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4902-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4697-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5010-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5124-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5175-1-1.html
http://bbs.foodmate.net/thread-116514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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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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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