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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保健食品标准体系解读 

《食品安全法》将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纳入特殊食品管理。其中保健食品是指声称

具有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即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

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的食品。 

 

  一、保健食品标准制定 

 

  2019年 12月 1日起实施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特殊食品不属于地方特色食品，不得对其制定食品安

全地方标准，因此保健食品无地方标准。保健食品企业标准，则首先要遵循通用标准 GB 1674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保健食品》，可以严于通用标准。原注册申请或批准证书内容与现行国家标准冲突的，需及时调整，使之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的规定。 

 

  二、GB 16740通用标准要求 

 

  GB 16740技术要求设置了原料和辅料、感官要求、理化指标、污染物限量、真菌毒素限量、微生物限量、食品添加

剂和营养强化剂七个部分的相关要求，其他部分主要是对标签标识的相关要求。 

 

  原料和辅料：应符合相应食品标准和有关规定，主要涉及普通食品、药食同源、仅用于保健食品及新食品原料等。

包含于药食同源名单、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禁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原国家食药总局、原卫计委及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制定的《保健食品原料目录》，2019年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可用辅料及使用规定（2019

年版）》其他相关公告。日常还需关注一些征求意见稿，如 2019年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辅酶 Q10、褪黑素、鱼油、破壁

灵芝孢子粉以及螺旋藻等 5种保健食品目录、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等。参考 2020年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审评中心发布

的保健食品产品技术要求常见问题及注意事项，对有国家相关标准和现行规定的原辅料，质量要求应不得低于国家相关

标准和现行规定，应引用具有专属性的质量标准，而非通用标准或使用标准。另外，原辅料名称应正确、规范、完整，

如“硫酸软骨素”应规范为“硫酸软骨素钠”、维生素 K2（发酵法）等。如原辅料若经过特殊工艺，也应明确，如经辐

照。 

 

  感官要求：需要取适量试样置烧杯或白色瓷盘中，在自然光下观察色泽和状态，嗅其气味，用温开水漱口，品其滋

味，并对具体感官进行详细描述。状态项应包括杂质描述，软胶囊应分别对囊皮及内容物的色泽、性状进行描述；硬胶

囊无需对囊壳色泽进行描述；包衣片剂应分别对包衣及片芯的色泽进行描述。 

 

  理化指标：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相关的质量要求，包括与食品安全有关的质量要求，比如水分、灰分、酸价、过氧

化值、pH值、可溶性固形物、溶剂残留等。如酒剂，应按照国家标准限量要求，制定甲醇、氰化物指标（注明以 100%酒

精度计）。同时要规定好现行有效的检测方法，检测方法的选择，如水分与原辅料类别有关；涉及含挥发油的原料也需

注意方法。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 GB2762中相应类属食品的规定，无相应类属食品的应符合该标准表 2 中污染物限量要求。特别

注意类属食品，如饮料、乳制品、茶叶等。注意查看产品适合的人群，如涉及婴幼儿适宜产品，就要对应相应规定。另

外，还要注意胶囊产品的污染物取样部位。 

 

  更多内容详见：保健食品标准体系解读 

 

 

文章来源：中国市场监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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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虚假宣传！荆门一商户被罚！ 

荆门市掇刀城南新区一商家将买来的人工养殖水产品在“拼多多”平台上吹嘘为“野生”和“正宗长江野生”品种

对外邮寄销售，被荆门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支队查获。近日，该支队认定其属于对商品质量作虚假商业宣传，拟对其处

罚款 1万元。 

 

事件回放 

  

  8月 27日，荆门市市场监督管理综合执法支队根据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管局移送的线索，对位于掇刀城南新区的某

商家涉嫌非法销售长江野生鱼情况进行核查，执法人员现场未发现该商家经营场所存放水产品，但其在“拼多多”平台

开办的“湖北水果”网店页面宣称有“野生”泥鳅、土鲫鱼、乌鱼等销售，执法人员随即对经营者及其所售水产品来源

进行调查。 

  

  经查，该商家自 2020年 6月 3日从我市通源市场商户孙某某处购进人工养殖水产品后，通过其在“拼多多”平台的

“湖北水果”网店对外邮寄销售。为提高销量及售价，该商行经营者王某某在其所售 10种人工养殖水产品的名称上添加

“野生”和“正宗长江野生”字样，以吸引消费者。2020 年 7月 25日，经“拼多多”平台提醒，王某某去掉了商品名

称中的“正宗长江野生”字样，但仍标注“野生”字样。至 8月 27日，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后其当即去掉了所有水产品名

称中“野生”字样。至此，其共销售宣称“野生”“正宗长江野生”的养殖水产品 36单，销售金额 1281.8元。 

 

处罚决定 

  

  该商家在“长江禁捕”期间虚假宣称渔获物来源，误导消费者对其所售水产品的质量产生错误认识，属于对商品的

质量作虚假的商业宣传。 

  

  荆门市市场监管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二十条及《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

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试行）》相关规定，拟给予其减轻处罚，罚款 1万元。 

  

  什么是虚假商业宣传行为？ 

 

  它有五个显著特征 

  

  一是虚假商业宣传是经营者以营利为目的进行的商业宣传活动。它有别于普法宣传、公益宣传，也有别于通过一定

媒介和形式发布的虚假广告（有专门的《广告法》进行管理），它是专指在营业场所内对商品进行演示、说明或通过上

门推销、召开宣传会、推介会等形式进行的商业宣传。 

  

  二是虚假商业宣传的对象是经营者的商品或者服务的相关信息。既包括商品或者服务的自然属性信息（例如商品的

性能、功能、产地、用途、质量、成分、有效期限以及服务的标准、质量、时间、地点等），也包括商品的生产者、经

营者、服务提供者提供的信息（例如资质、资产规模、曾获荣誉、与知名企业、知名人士的关系等），还包括商品的市

场信息（如价格、销售状况、用户评价等）。 

 

    更多内容详见：虚假宣传！荆门一商户被罚！ 

 

 

  文章来源：荆门市场监管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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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假冒“旺旺”碎冰冰 江西上栗七人获刑 

“旺旺”碎冰冰是深受小朋友喜爱的果味饮料，因知名度高市场空间大，有利可图，吸引了不法之徒冒名生产。但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近日，江西省上栗县人民法院对参与制假、销售、提供外包装的许某等 7名被告人分别以假冒注

册商品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十个月至三年八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许某、王某两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授权，在福建省某地组织工人包装假冒“旺旺”商标的碎

冰冰食品，被当地公安机关查获后，在取保候审期间不思悔改，商量在外省继续经营。二人通过被告人许某庆了解到，

上栗县有一废弃花炮厂可租用于制假生产。三人实地查看后，租用了被告人陈某的生产车间，陈某雇佣本地工人开始包

装假冒“旺旺”碎冰冰食品。包装厂有两台包装机和两台封装机，两条流水线包装，将有“旺旺”商标的塑料包装袋安

装在机器上，将碎冰冰裸胎放入机器入料口，机器就会自动包装，之后将包装好的碎冰冰按每 20支一袋装入大的塑料透

明袋中，将 4袋共 80碎冰冰装入带有“旺旺”商标的小纸箱内，再将两小箱装入一个无任何标识的大纸箱。被告人张某

在明知王某生产假冒“旺旺”碎冰冰食品的情况下，为其生产带有“旺旺”商标的包装小纸箱和无“旺旺”商标的包装

大纸箱。假冒的旺旺碎冰冰被销往贵州等地，销售金额近 29万元。贵州遵义的被告人温某，湖南长沙的被告人毛某，明

知系假冒“旺旺”商标的碎冰冰仍予以购进并销售。2018 年 10月在上栗的制假窝点，行政执法人员现场查扣了未销售

的碎冰冰 253440支。 

  

  该院认为，被告人许某、王某、陈某、许某庆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

商标，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毛某、温某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

售金额较大，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某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情节

严重，应当以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该院综合各被告人的量刑情节及悔罪表现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文章来源：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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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北京大兴区市场监管局捣毁制售假酒黑窝点 

中秋临近，家庭聚会，餐桌上必备的就是白酒。在节日气氛的烘托下白酒需求量增大，总有些不法分子开始在节日

前夕蠢蠢欲动。日前，北京大兴区市场监管局北臧村所联合辖区派出所、安全科采取突击行动，成功捣毁一假酒制造窝

点，现场查扣茅台、五粮液、剑南春等众多知名品牌，抓获犯罪嫌疑人 2名。 

 

  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群众举报，称北臧村镇前管营村涉嫌生产假冒名酒。接报后，区市场监管局领导高度重视，

为确保执法行动顺利展开，有效的打击制假售假的违法行为，迅速抽调办案骨干，联合辖区派出所等业务部门成立调查

小组，制定调查方案，夜间蹲守，成功将嫌疑人予以抓获。 

 

  执法人员现场查获，茅台 5箱、五粮液 9箱、剑南春 26箱、天之蓝 1箱，共计 41箱（246瓶）。查扣了大量的侵

权商品的外包装盒、商标标识、压盖机等制假工具及 120公斤散装白酒，目前涉案物品已被采取强制措施，由于案值过

大，此案已由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处理。 

 

  根据《刑法》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即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根据销售金额不同，本罪最高可处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

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没收财产。 

 

  另外，根据《刑法》规定，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

即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根据情节轻重最高可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今年来，大兴区市场监管局始终坚持以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为整治重点，以各类商品批发零售市

场和繁华商圈为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对疫情防控物资、酒类、汽车配件等假冒伪劣问题较为突出的行业进

行重点检查，对涉嫌制售假冒伪劣行为依法从重从严查处，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行为，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利益。 

 

 

 

 

 

 

 

 

 

 

 

 

 

 

 

 

 

 

 

 
            文章来源：北京市场监管资讯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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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江苏南通一茶饮店商标侵权被判赔偿

3.5万元 
本报讯  江苏省南通市区某茶饮店因在销售的奶茶系列产品中使用了“COCO”标识，被上海馥邑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被告南通

某茶饮店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共计 3.5万元。 

  

  上海馥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馥邑公司”）经商标权人许可，有权在中国内地使用“CoCo”相关的注

册商标，并可以自己名义就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提起诉讼。2019 年 9月，馥邑公司发现南通市区某茶饮店在店

招、饮品杯、包装袋等多处使用“MILK COCO”“COFFEE COCO”标识及与“CoCo”注册商标中精灵头图形近似的图形，

并在某电商外卖平台上以“COCOtea 茶”提供外卖服务，外卖店铺头像、宣传照片等也使用了与“CoCo”注册商标相

同或近似的标识。随后，公证人员根据馥邑公司的申请，对该茶饮店销售涉嫌侵害“CoCo”商标权的行为进行了证据

保全。 

  

  馥邑公司认为，该茶饮店的恶意侵权行为，严重损害了其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该茶饮店停止侵权行

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 12万元。 

  

  法庭上，南通某茶饮店辩称，馥邑公司就单独的“COCO”文字并不享有商标权利，其从未使用过与案涉注册商标

相同的标识，不构成商标侵权。此外，其仅进行线上销售且经营时间较短，未对馥邑公司造成经济损失。 

  

  南通中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作为茶饮经营者，在其店招、商品包装、网店名称等多处使用与原告注册商标近似的

标识，容易导致相关公众对产品及服务来源产生混淆，符合商标法所规定的商标侵权情形，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

失的民事责任。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的侵权获利情况，法院综合各项因素确定具

体赔偿数额。据此，法院作出前述判决。 

 

 

 

 

 

 

 

 

 

 

 

 

 

 

 

 

 

 

 

 

 
  文章来源：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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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云南瑞丽市发生一起食物中毒事件 已致

1人死亡 
据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通报，9月 13日，瑞丽市发生一起食物中毒事件。当日 19时，德宏州

瑞丽市圆享餐饮公司 14人出现腹痛、呕吐、腹泻、脸麻等症状，相继到瑞丽市景成医院就诊。经初步调查，疑似因

食用草乌导致中毒。经全力救治，截至 9月 14 日 18时 10分，1人因抢救无效死亡，4人病情平稳，9人病情危重。

目前，中毒人员救治工作正在进行。 

  

  据云南省疾控中心专家介绍，含乌头碱类植物如草乌、附子等均含乌头类生物碱，对心脏毒性大，用量过大可导

致心肌麻痹而死亡，普通加工方法难以破坏其毒性。云南省民间常在秋冬季节煮食草乌、附子导致中毒，或误饮其泡

酒而引发中毒。专家提醒，对乌头碱急性中毒的急救，目前尚缺乏可靠的解毒药，误食草乌、附子等毒性中药材，如

出现口舌麻木、头晕眼花、恶心呕吐、腹痛、心悸、胸闷等疑似食物中毒症状，应当立即采取简易催吐方式，尽早拨

打 120急救电话求救，或前往附近医院就诊。同时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品，予以保存，并保护好现场。 

 
 
 
 
 
 
 
 
 
 
 
 
 
 
 
 
 
 
 
 
 
 
 
 
 
 
 
 
 
 
 
 
 
 

 
 
 
 
 
 
 
 

文章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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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亮点解析 
食品伙伴网讯 为贯彻落实食品安全“最严谨的标准”要求，2020年 9月 1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就《食品

安全标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与 2010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相比，征求意见稿细化完

善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相关要求、纳入了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临时管理限量、进口无国标食品的相关规定，以下

食品伙伴网对其进行了解析，以供大家参考。 

 

  亮点一、明确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范围 

 

  明确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范围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法》第二十六条规定。除法律法规规定外，不得制定食品安全

标准。明确食品安全标准是强制执行的标准，包括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明确食品补充检验方法标

准不属于食品安全标准的范畴，按照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执行。 

 

  亮点二、细化完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要求 

 

  1、优化标准工作流程，完善标准审查机制 

 

  从立项、起草、审查、批准公布、跟踪评价和修订各环节，突出强调了以风险评估为科学依据、严格项目承担单

位技术能力要求和标准研制内容、明确网络平台在线反馈意见、提升审查效能、增补标准提前实施规定等相应重点措

施。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定（修订）项目实行标准起草牵头单位负总责的责任制度，实行项目负责人第一责任人制度，

专业委员会审查实行责任制，明确了对审评委员会、标准项目承担单位和项目负责人的相关要求。 

 

  2、明确有关临时限量值的规定 

 

  《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根据风险管理需要，国务院相关部门提出制定临时限量值建议，经相关部门会商决定

启动临时限量值研制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委托食品评估中心组织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研究提出食品中有

害物质的临时限量值和临时检验方法的建议。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务院相关部门公布食品中有害物质的临时限量值

和临时检验方法，并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目前，我国食品相关的临时限量值主要有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中镉的临时

限量值、食品中三聚氰胺的限量值等。 

 

  3、纳入了有关标准过渡期的规定 

 

  《征求意见稿》纳入了关于标准过渡期的规定，与《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保持一致。进一步明确食品生产经营

者根据需要可以在标准公布后的过渡期内提前实施标准，但应公开提前实施情况。 

 

  4、增加有关标准解释的规定 

 

  《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解释，标准解释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文本具

有同等效力。秘书处办公室组织标准起草负责人和项目承担单位为标准解释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更多内容详见：《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亮点解析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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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兰州兽研所布鲁氏菌抗体阳性事件处置

工作情况通报 
  2019年 11月 28日，兰州兽研所布鲁氏菌抗体阳性事件发生后，兰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按照省委、省政府

统一安排部署，第一时间成立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荣灿任组长，市委副书记、市长张伟文任副组长的兰州兽研所

布鲁氏菌抗体阳性事件属地善后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一办六组”，制定《兰州兽研所布鲁氏菌抗体阳性事件属

地善后处置工作方案》和《兰州兽研所布鲁氏菌抗体阳性事件涉及人员补偿赔偿方案》，全力开展属地善后处置工作。

确定 11家公立医疗机构为定点医院，开设绿色通道和专门诊室，提供免费、便捷的健康检测和规范化治疗；对省级

复核确认阳性人员逐人建立健康档案，确定专人每月开展健康随访；同时，采取专家现场辅导、网上咨询、热线电话、

发放宣传册等方式组织开展专业、科学的科普宣传和答疑解惑。截至 2020年 9月 14日，累计检测 21847人，初步筛

出阳性 4646 人，省疾控中心复核确认阳性 3245 人；建立健康档案 3159人；累计咨询 23479人次，举办现场医疗诊

治讲座 9场次，发放宣传折页 15000余份。 

  

  2019年 12月 26日，国家、省市专家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调查认定：“2019 年 7月 24日至 8月 20日，中牧兰州

生物药厂在兽用布鲁氏菌疫苗生产过程中使用过期消毒剂，致使生产发酵罐废气排放灭菌不彻底，携带含菌发酵液的

废气形成含菌气溶胶，生产时段该区域主风向为东南风，兰州兽研所处在中牧兰州生物药厂的下风向，人体吸入或粘

膜接触产生抗体阳性，造成兰州兽研所发生布鲁氏菌抗体阳性事件。此次事件是一次意外的偶发事件，是短时间内出

现的一次暴露”。 

  

  根据调查结果，省市联合调查组依法对涉事责任单位启动了立案查处工作，依法从严、快速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

责任。2020 年 1月 13 日撤销了兰州生物药厂布病疫苗生产许可，1月 15日，撤销了兰州生物药厂布鲁氏菌病活疫苗

（S2株）和布鲁氏菌病活疫苗（A19株）产品批准文号，同时注销了兰州生物药厂布鲁氏菌病疫苗生产车间生产的疫

苗产品共 7个兽药产品批准文号。 

  

  兰州生物药厂于 2019年 12月 7日关停了布鲁氏菌疫苗生产车间，并于 2020年 2月 4日在公司网站上发布《致

歉信》。同时，按照相关规定，对 8名责任人做出严肃处理。兰州生物药厂表示将深刻吸取教训，积极配合省市做好

善后处置和补偿赔偿工作。 

  

  省卫生健康委组织专家先后制定了《兰州生物药厂周边群众检测治疗方案》《中牧兰州生物药厂周边群众进一步

检测和治疗方案》《兰州兽研所布鲁氏菌抗体阳性事件抗体阳性人员健康评估工作方案》，为此次事件处置提供了技

术指导。 

  

  目前，善后处置各项工作正在 “依法、科学、规范、有序”稳步开展。 

  

  一是精准组织复查评估。按照省上《关于印发兰州兽研所布鲁氏菌抗体阳性事件抗体阳性人员健康评估工作方案

的通知》要求，我市已于 2020 年 7月 16日开始，集中 2个月时间，对省级复核确认的布鲁氏菌抗体阳性人员开展第

二次复查检测，由市卫健委组织市肺科医院分批次对事件抗体阳性人员进行第二次采样后，由省疾控中心进行布鲁氏

菌抗体检测，市肺科医院进行血常规、肝功能检查，结果纳入个人健康档案。对经省疾控中心第二次复核确认的布鲁

氏菌抗体阳性人员，由城关区卫健局对资料进行审核后，由市卫健委将符合评估条件的人员资料上报，由省级评估专

家组组织国家、省上专家进行健康评估。截至 2020年 9月 14日 14时，已组织复检 2773 人，省疾控中心反馈结果 2

768 份，目前均按“一人一档”的要求，对复检后符合评估标准的抗体阳性人员评估材料进行整理，分批次向省级评

估专家组报送。 

  

  更多内容详见：兰州兽研所布鲁氏菌抗体阳性事件处置工作情况通报 

 

文章来源：兰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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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云南威信“中学食堂食物变质”：县教体

局局长主动辞职 
中新网昆明 9月 13日电  云南省威信县人民政府 13日通报威信一中平桥校区食堂供餐问题的调查进展情况。

目前，该县教体局局长已主动辞职。 

 

  图为通报截图。 威信县政府公众号截图 

  

  通报称，9月 10日，威信一中平桥校区食堂供餐问题引起学生家长和社会关注。事情发生后，威信县委、县政府

高度重视，立即组建工作专班进驻调查。 

  

  经查，网传视频真假相参。其中蔬菜有腐烂现象、多个泔水桶装满剩饭剩菜、清洗过的蔬菜和土豆放置场地不规

范、餐盘中有虫画面属实。视频反映猪肉腐坏变质画面非威信一中食堂场景，系嫁接拼凑，公安机关已开展调查。 

  

  目前，威信县教体局暂停了食堂承包方云南众鑫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威信分公司在威信一中校内的经营业务，责

令其对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公开道歉，并主动配合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调查，待调查和检测结论后，依法依规承担相应责

任。 

  

  此外，9月 11日起，威信一中接管了学校食堂和学生宿舍，学校超市停业整改，待符合要求后再行开业。下一步

还将分别成立“家长监督委员会”和“教师监督委员会”赋予监督职能，选派代表全过程参与陪餐评议、食材抽检等

监督。 

  

  调查组认为：威信县教体局未严格履行监管责任，未及时解决学校师生反映的困难和问题，导致产生不良影响和

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目前，威信县教体局局长已主动辞职，县委、县政府责成县教体局向广大师生和家长致

歉，其他相关责任人在调查后依法依规承担相应责任。（完） 

 

相关报道：云南威信一中学提供变质食材？ 官方：已介入调查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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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 
海关总署对印度尼西亚 1 家水产品企业

采取紧急预防性措施 
因从印度尼西亚进口 1 批冻带鱼 1 个外包装样本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根据海关总署公告 2020 年第 103

号的规定，全国海关自即日起暂停接受印度尼西亚 PT.PUTRI INDAH（注册编号为 CR010-02）水产品生产企业产

品进口申报 1周，期满后自动恢复。 

 

 

 

 

 

 

 

 

 

 

 

 

 

 

 

 

 

 

 

 

 

 

 

 

 

 

 

 

 

 

 

 

 

 

 

 

 

 

 

文章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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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2020 年 8 月全国未准入境食品化妆品信息 

  2020年 8月全国海关检出安全卫生项目不合格并未准入境食品化妆品信息见附件 1、附件 2，附件所列未准入境

食品化妆品均已在口岸依法做退运或销毁处理。 

 

 附件 1 2020年 8月未准入境的食品信息.pdf 

 

 附件 2 2020年 8月未准入境的化妆品信息.pdf 

 

 

 

 

 

 

 

 

 

 

 

 

 

 

 

 

 

 

 

 

 

 

 

 

 

 

 

 

 

 

 

 

 

 

 

 

    文章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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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海关总署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0年第 104号

（关于防止德国非洲猪瘟传入我国的公告） 
当地时间 2020年 9月 10日，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通报德国勃兰登堡州发生 1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为该

国首次发生。为保护我国畜牧业安全，防止疫情传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

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公告如下： 

 

  一、禁止直接或间接从德国输入猪、野猪及其产品，停止签发从德国输入猪、野猪及其产品的《进境动植物检疫

许可证》，撤销已经签发有效期内的《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 

 

  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启运的来自德国的猪、野猪及其产品，一律作退回或销毁处理。本公告发布之日前启运

的来自德国的猪、野猪及其产品要加强检疫，经检疫合格后方可放行。 

 

  三、禁止寄递或携带来自德国的猪、野猪及其产品入境。一经发现，一律作退回或销毁处理。 

 

  四、在进境运输工具（如船舶、航空器、国际列车等）上，如发现有来自德国的猪、野猪及其产品，一律作封存

处理，且在我国境内停留或者运行期间，未经海关许可，不得启封动用。其废弃物、泔水等，一律在海关的监督下作

无害化处理，不得擅自抛弃。 

 

  五、对边防等部门截获的非法入境的来自德国的猪、野猪及其产品，一律在海关的监督下作销毁处理。 

 

  六、凡违反上述规定者，由海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

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 

 

  七、各海关、各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及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要分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有关规定，密切配合，做好检疫、防疫和监督工作。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农业农村部 

 

  2020年 9月 11日 

 

  公告正文下载链接： 

 

   海关总署 农业农村部关于防止德国非洲猪瘟传入我国的公告.doc 

 

   海关总署 农业农村部关于防止德国非洲猪瘟传入我国的公告.pdf 

 

 

 

 
 

         文章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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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 5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

的通告〔2020 年 第 23 号〕 
  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抽取粮食加工品、食用农产品、食糖、茶叶及相关制品、乳制品、

饮料、酒类、糕点、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饼干、淀粉及淀粉制品、蜂产品、罐头、蔬菜制品、水果制品、肉制品、

水产制品、调味品、冷冻饮品、速冻食品、特殊膳食食品和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等 22大类食品 201批次样品，检

出其中食糖、茶叶及相关制品、特殊膳食食品和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等 4大类食品 5批次样品不合格。发现的主要

问题是检出有机污染物、农药残留超标、质量指标不达标、质量指标与标签标示值不符等。产品抽检结果可查询 htt

ps://spcjsac.gsxt.gov.cn/。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市场监管总局已责成上海、江苏、浙江、江西、湖北等省级市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

开展核查处置，查清产品流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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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监督抽检不合格食品具体情况通告如下： 

 

  一、有机物污染问题 

 

  天猫探花村旗舰店（经营者为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皇脂茶油开发有限公司）在天猫（网店）销售的、标称江西省

吉安市泰和县皇脂茶油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江西井冈绿宝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纯香稻米油（四级浸出），经山东省食品

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发现，其中苯并[a]芘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江西井冈绿宝股份有限公司对检验结果提

出异议，并申请复检；经江西省食品检验检测研究院复检后，维持初检结论。 

 

  二、农药残留超标问题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易谐德胜昌茶庄销售的、标称台灣·陸延茗茶有限公司监制的蜜香凍頂茶和阿里山軟枝烏龍

茶（原产地：中国台湾），氰戊菊酯和 S-氰戊菊酯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 

 

  三、质量指标不达标问题 

 

  上海联家超市有限公司莘庄店销售的、标称东方先导（上海）糖酒有限公司经销的、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

限公司委托上海上棠食品有限公司分装的白砂糖，经广州海关技术中心检验发现，其中还原糖分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规定。上海上棠食品有限公司对检验结果提出异议，并申请复检；经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复检后，维持初检结

论。 

 

  四、质量指标与标签标示值不符的问题 

 

  天猫宝力臣旗舰店（经营者为湖北省武汉宝力臣食品有限公司）在天猫（网店）销售的、标称浙江黄罐果蔬有限

公司生产的“泡泡果汁泥 苹果香橙”，总钠检出值低于产品包装标签标示值的 80%。检验机构为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

和风险评估中心。 

 

  特此通告。 

 

  附件：  1.部分不合格检验项目小知识.docx 

   2.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xlsx 

   3.茶叶及相关制品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xlsx 

   4.食糖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xlsx 

   5.特殊膳食食品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xlsx 

  市场监管总局 

 

  2020年 9月 15日 

文章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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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预警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食品安全标

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

意见的通知 
为规范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工作，落实“最严谨的标准”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

国家卫生健康委对原卫生部 2010 年 10月 20日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形成了《食品安

全标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根据《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及立法工作要求，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通

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意见： 

 

  1.登陆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网址 http://www.moj.gov.cn、http://www.chinalaw.gov.

cn），进入首页主菜单的“立法意见征集”栏目提出意见。 

 

  2.登陆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网址：http://www.nhc.gov.cn），点击网站首页左侧的“互动”栏，然后进入“征

求意见”栏，点击“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提出意

见。 

 

  3.电子邮箱：spsbzc@nhc.gov.cn。 

 

  4.通信地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食品司，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南路 1号，邮编：100044。来信请注明“《食

品安全标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字样。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0年 10月 15 日。 

 

  附件： 

 

  1.  《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doc 

 

  2.  关于《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修订说明.doc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0年 9月 15日 

 

 

 

 

 

 

 

 

 

 

文章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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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印度宣布禁止出口洋葱 

中新网加德满都 9月 15日电 新德里消息：印度对外贸易总局（DGFT）14日晚间发布消息称，即日起禁止出口所

有品种的洋葱。 

 

  当地媒体报道说，今年雨季的降水及洪灾严重影响了马哈拉施特拉邦等地区的洋葱产量，对外贸易总局此举是为

了增加国内市场供应以平抑近段时间暴涨的价格。 

 

  洋葱是南亚及周边一些国家民众日常饮食中所不可或缺的一种食材。孟加拉国、马来西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斯里兰卡是印度洋葱最大的几个进口国。 

 

  据统计，今年 4至 6月，印度洋葱出口额达到了 1.98 亿美元。在 2019—2020财年（2019年 4月至 2020年 3月），

印度洋葱出口额为 4.4亿美元。 

 

  2019年 9月底，印度也曾以同样的理由宣布禁止出口洋葱，导致尼泊尔、孟加拉国市场上洋葱价格暴涨。（完）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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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俄罗斯新增 8家输华禽肉制品生产企业 

食品伙伴网讯 俄罗斯零兽植局 9月 15日报道：在俄罗斯联邦兽植局与中国海关总署在俄中兽医监督、植物检疫

控制和食品安全领域合作常设工作组第 9次会议的框架协议内，中国批准俄方先前提交的有关新增 8家俄罗斯禽肉输

华企业名单事宜。 

 

截至目前，俄罗斯禽肉制品输华企业名单已扩大至 49家。 

 

最新最全的俄肉类制品（禽肉、牛肉）生产企业名单可在俄兽植局官网进行查询下载。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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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越南多种保健食品涉嫌广告违法宣传被

查获 
食品伙伴网讯 2020年 8月 20日，越南食品安全局在官网上发布预警信息，通报近期在某些网站上进行广告宣传

的 Dr Thanh 清热解毒茶、Dr Thanh 清热解毒无糖茶类保健食品，其广告内容含有误导消费者的内容：带有预防以

及治疗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作用而违反了广告法相关规定。 

 

越南食品安全局称，上述保健食品的广告内容涉嫌违法并同时强调，任何保健食品均不具备新型冠状病毒的预防

或治疗功效。 

 

目前越南食品安全局正在侦办处理此案件。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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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泰国渔业部要求出口的水产品必须获得

卫生证明书 
食品伙伴网讯 泰国渔业部 9月 14日消息：该部获悉，韩国的进口检疫项目清单中增加了罗非鱼湖病毒（TiLV）

和十足目虹彩病毒（DIV1）。 

 

    泰国渔业部要求出口商出口水产品前，应先进行病毒检测且获得泰国渔业部签发的水生动物产品卫生证明书，以

防止向韩国出口水产品接受检疫时出现问题。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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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日本发布《食品、添加剂等的规格标准》

修改单（农兽药残留） 
食品伙伴网讯  9月 14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生食发 0914 第 1号通知，对《食品、添加剂等的规格标准》

进行了部分修改 。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1.修改或新设了环溴虫酰胺、敌草快、戊唑醇、Broflanilide、倍他米松、benzpyrimoxan 在食品中的残留标准

值。 

 

2.倍他米松在部分食品中的残留限量标准规定为“不检出”，因此删除了地塞米松试验法，新设了倍他米松及地

塞米松试验法，以倍他米松及地塞米松为分析对象。 

 

3.适用日期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但部分食品中的农兽药残留限量，自本公告发布日起 1年内仍可适用以

往规定。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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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 
美国一联邦地区法院重罚蓝铃冰淇淋公司 

罚金达 1725 万美元 
中新社休斯敦 9月 17 日电 美国一联邦地区法院 17日对美国冰淇淋公司蓝铃（BlueBell）处以 1725万美元的

判罚。2015 年，蓝铃公司的三款冰淇淋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受到李斯特菌污染，造成至少 8名消费者患病住院，3名

消费者死亡。 

  

  据休斯敦媒体 KHOU 报道，得克萨斯州联邦地区法院 17日根据蓝铃公司的认罪协议作出上述判罚。2020 年 5月

蓝铃公司在法庭上承认犯有两项刑事罪并签署认罪协议。两项罪名包括该公司没有及时召回受李斯特菌污染的冰淇

淋产品，以及该公司没有就产品问题向消费者发出任何正式通知。 

  

  认罪协议显示，得州政府在 2015 年 2月连续两次通知蓝铃公司，告知其三款产品样本的李斯特菌检测呈阳性。

收到通知后，蓝铃公司仅指示其物流方面停止分销剩余库存，却没有召回已上市的相关产品，也没有向消费者发出

任何正式通知。次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宣布消费者受感染的消息后，蓝铃公司才公开发布召回通知。 

  

  李斯特菌是食源性致病菌之一，可引发败血症、脑膜炎等疾病。它可以在低温环境中繁殖。孕妇、新生儿、老

年人和免疫系统受损者易被感染。 

  

  据美国广播公司 13频道报道，根据一份辩诉协议，2015年 4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检查发现蓝

铃在得州和俄克拉荷马州工厂的热水供应系统存在卫生问题，可能导致生产过程中冰淇淋受到李斯特菌污染。之后

两家工厂被临时关闭，工厂对其设施进行了清洁和更新。 

  

  蓝铃公司 17日表示，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们必须对食品安全问题保持警惕。 

  

  美国司法部主管民事司的助理司法部长杰弗里·博塞特·克拉克当日表示，这是美国历史上针对食品安全问题

开出的最高金额的罚单。克拉克透露，这项判决是在向食品制造商发出明确信息：司法部门将严查食品安全问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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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韩国禁止进口德国产猪肉及其加工品 

食品伙伴网讯 9月 14日，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MFDS）发布了第 2020-398号公告，修改《畜产品允许进口

的国家或地区》的部分内容：由于德国发生非洲猪瘟（ASF）病例，韩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德国产猪肉及其加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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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美国解除对我国出口虾产品的自动扣留 

食品伙伴网讯  2020 年 9月 3日，美国 FDA 网站更新了进口预警措施（import alert），其中，对我国 1家

企业的相关产品解除了自动扣留，详情如下： 

 

预警编号 发布日期 地区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不合格项目 

16-131 2020-9-3 福建福州 
Fuqing Yihua Aquatic Foo

d Co., Ltd. 
虾产品 

新的兽药或不安全

食品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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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含未申报过敏原 英国召回一款香蒜酱

鸡胸肉 
  食品伙伴网讯  据英国食品标准局（FSA）消息，2020 年 9月 15日，英国食品标准局发布通告称，SPAR正在

召回一款香蒜酱鸡胸肉，因为产品中含有鸡蛋，但未在标签上提及。受召回产品的信息如下： 

 

  

  据通告，受召回产品名称为 Pesto Chicken Breast Sizzlers，重量为 330g，批号为 140920026的产品保质期

到 2020 年 9月 23日，批号为 110920016的产品保质期到 2020 年 9月 22日。 

  

  英国食品标准局建议对鸡蛋过敏的消费者不要食用上述产品，可将其退回获得全额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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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因高致病性禽流感俄车里雅宾斯科禽肉

制品暂禁输华 
食品伙伴网讯 俄罗斯联邦兽植局 9月 16 日报道：据中国海关总署官网信息（2020年 9月 15日更新），自 2020

年 9月 4日起因车里雅宾斯克州爆发高致病性禽流感，该州禽肉制品暂被禁止出口中国。 

  

俄联邦兽植局官网称：中国海关总署颁发的禁令并不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俄罗斯联邦兽医和

植物卫生监督局关于俄罗斯和中国进出口冷冻禽肉的检验检疫和兽医卫生要求议定书》相关要求。 

  

基于上述理由，俄方要求中方根据俄联邦区域化规定取消对位于车里雅宾斯科州未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地区

禽肉生产企业的出口限令要求，并计划同中方就该问题举行紧急谈判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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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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周） 
   食品伙伴网讯  据欧盟官方网站消息，在 2020年第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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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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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9-7 波兰 尼龙汤匙 2020.3593 
初级芳香胺迁移（0.

046mg/kg） 

通知国未分销/退

出市场 

警告通报 

2020-9-7 德国 尼龙厨具 2020.3606 
挥发性有机成分迁

移（41.9µg/kg） 

产品未在市场销

售/官方扣留 

拒绝入境

通报 

2020-9-8 英国 火锅年糕 2020.3615 

未经授权的转基因

（CryIAb-gene SYB

R®Green） 

产品未在市场销

售/销毁 

拒绝入境

通报 

2020-9-9 波兰 

尼龙不锈

钢土豆捣

碎器 

2020.3657 
初级芳香胺迁移（0.

341mg/kg） 

仅限通知国分销/

退出市场 

注意信息

通报 

2020-9-11 德国 
塑料面食

勺 
2020.3709 

初级芳香胺迁移（6.

19mg/kg） 

分销至其他成员

国/退出市场 

警告通报 

2020-9-11 西班牙 
尼龙厨房

钳 
2020.3694 

4,4´-Metilendiani

lina CAS (101-77-

9)迁移（178.977mg/

kg） 

产品未在市场销

售/未授权进口 

拒绝入境

通报 

 

  据通报，不合格塑料面食勺除在德国销售外，还销至了瑞士。食品伙伴网提醒各出口企业，要严格按照出口国

要求进行产品出口，注意食品接触性材料中各物质的迁移量，不使用欧盟未经授权的物质，保证食品及相关产品的

安全性，规避出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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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预警 
2020 年 9 月中国出口韩国食品违反情况

（更新至 9月 13日） 
食品伙伴网讯 说明：本资料来自韩国食药监局官方网站，由食品伙伴网翻译整理。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页提供的出口阶段违反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均作返回出口国或废弃处理。 

发布日期 
处理机

构 

产品类

别 

产品名

称 

韩语产品名

（英语产品

名） 

制造商/出口

公司 
违反内容 标准 结果 保质期 

2020.09.01 京仁厅 

器具及

容器包

装 

电烤架

配件 

전기그릴부

품 

SHENZHEN DEO

GRA ELECTRIC

AL CO.,LTD. 

高锰酸钾

消耗量 

10 mg/L

以下 
23 mg/L ~ 

2020.09.01 首尔厅 

器具及

容器包

装 

切面包

器 
빵 자르개 

TIAN SHUAI F

OOD MACHINE 

CO., LTD.（台

湾） 

铁中的镍

超标 

0.1 mg/L

以下 
0.8 mg/L ~ 

2020.09.02 京仁厅 
加工食

品 

油辣椒

酱 

라홍부유라

즈 

RAHonGBU O

IL CHILI S

AUCE 

TIANJIN GUOY

UAN BIOTECHN

OLOGY CO.,LT

D 

防腐剂（脱

氢醋酸）超

标 

不得检出 0.017 g/kg 
20/06/30 ~

 21/06/29 

2020.09.02 

釜山厅

（甘川

港） 

加工食

品 

冷冻白

腿虾肉

（煮、有

尾巴） 

냉동흰다리

새우살(자

숙,꼬리유) 

FROZEN CPT

O VANNAMEI

 SHRIMP 

ZHANGZHOU Do

nGHAO SEAFOO

DS CO.,LTD. 

二氧化硫

超标 

0.10 g/kg

以下 
0.15 g/kg 

20/07/21 ~

 22/07/20 

2020.09.02 京仁厅 
加工食

品 

白莲蓉

月饼 

백연용월병 

BAI LIANRO

NG YUEBING 

CHAOYANG FEN

GMAI FOOD C

O.,LTD 

防腐剂（对

羟苯甲酸）

超标 

不得检出 0.0097 g/kg 
20/08/15 ~

 21/02/14 

2020.09.02 京仁厅 
加工食

品 

豆沙月

饼 

떠우샤월병 

DOUSHA YUE

BING 

CHAOYANG FEN

GMAI FOOD C

O.,LTD 

防腐剂（对

羟苯甲酸）

超标 

不得检出 0.0114 g/kg 
20/08/12 ~

 21/02/11 

2020.09.03 京仁厅 

器具及

容器包

装 

郊游厨

房烹饪

工具 7

件套 

코멧 키친 

조리도구 7

종 세트 

COKAN INDUST

RIAL CO.,LTD 

高锰酸钾

消耗量超

标；天然芳

香胺超标 

高锰酸钾

消耗量：1

0 mg/L 以

下；天然芳

香胺：0.0

1 mg/L 以

下 

高锰酸钾消

耗量：26 mg/

L；天然芳香

胺：0.51 mg/

L 

~ 

 

    更多内容详见：2020年 9月中国出口韩国食品违反情况（更新至 9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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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2020年糖料蔗秋季生产技术指导意见 

  2020年我国南方地区降雨量偏多，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造成土质疏松，糖料蔗容易倒伏；同时，雨热交替

导致病虫容易发生为害，给糖料蔗生长和田间管理带来较大困难。为做好糖料蔗秋季生产管理工作，全国农业技术

推广服务中心会同农业农村部糖料专家指导组，研究制定了《2020 年糖料蔗秋季生产技术指导意见》。 

  

  一、注意田间排涝，防止长期渍水 

  

  秋季降雨量多，要注意田间排涝，可在蔗田外围开挖排水沟，以降低地下水位。在容易受涝的蔗田，要根据地

形条件，开挖“十字”形、“丰”字形或“井”字形排涝沟，将水排到蔗田外。 

  

  二、做好防风减灾，防治甘蔗倒伏 

  

  糖料蔗生长后期如遇连续降雨或台风，容易成片倒伏，要及时捆蔗扶正，在植株三分之二高处，用绳子或枯叶

将两行糖料蔗捆成人字型，或将相邻的几株糖料蔗捆成一束，使其保持直立状态。扶正的植株恢复生长 15天后，

再解开捆绑物。 

  

  三、及时剥除枯叶，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 

  

  要及时剥除枯叶，以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减少病虫害发生。每条茎保留 9-10片新叶为宜。对田间湿度大、

长势郁蔽和病虫害严重的蔗田要多剥，剥下的枯叶要带出蔗田集中烧毁。 

  

  四、科学选用农药，及时防治甘蔗病虫害 

  

  糖料蔗生长后期高温多湿，多种病虫害易混合发生。绵蚜一般 9-10月危害猖獗，要及时消灭蔗田中的发虫中

心，可选用 70%噻虫嗪可分散粉剂、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或 25%抗蚜威水分散粒剂 1500-2000倍液喷雾。防治梢腐

病、褐条病、锈病等病害，首先要加强田间水肥管理，搞好排灌系统，防止积水，降低田间湿度；在发病严重的蔗

田，可采用 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进行叶面喷施，7-10天喷 1次，连喷 2次，可有效控制

病害扩展蔓延。 

  

  五、把握好收获时机，适时收获 

  

  糖料蔗进入生长后期，叶色由青绿转变为枯黄，青叶片数逐渐减少，枯叶片数由上而下逐渐增加，此时糖料蔗

已经成熟。收获要以“先熟先收砍，晚熟晚收砍”为原则，先收早熟品种，再收中熟品种，最后收晚熟品种。对留

养宿根的蔗田，在“大寒”过后收砍较为适宜，有利于蔗芽萌发出土。条件具备的蔗田提倡进行机械收割；人工收

砍要采用锋利的小锄，入土 5 厘米进行快锄低砍，以降低宿根发芽部位、减少蔗桩破裂。（农业农村部糖料专家指

导组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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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食品领域 7项成果获得 2019年度北京市

科学技术奖 
食品伙伴网讯 9月 11日，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了 2019 年北京市科学技术奖获奖公告。共有 154项科

研成果获奖，其中自然科学奖 15 项、技术发明奖 12项、科技进步奖 127项。 

 

  其中，食品领域 7项成果获得 2019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涉及 1项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 项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4项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食品领域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序号 获奖编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8 2019-Z04-2-03 
脱落酸调控非呼吸跃变型果

实成熟的生理及分子机制 

北京农学院 

中国农业大学 

沈元月 贾文锁 郭家选 黄 芸 

李冰冰 董清华 贾海锋 张 卿 

食品领域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序号 获奖编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31 
2019-J12

-1-01 

黄淮海麦茬夏大

豆免耕覆秸栽培

技术体系构建与

示范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东北农业大学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 

济宁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宿州市农业科学院 

江苏徐淮地区徐州农业科学研究所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阜阳市农业科学院 

安徽省新田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韩天富 陈海涛 吴存祥 

纪文义 卢为国 张孟臣 

李素真 沈维良 王 幸 

张 磊 于 伟 孙 石 

徐彩龙 徐庆辉 乔金友 

32 
2019-J12

-1-02 

北京油鸡新品种

培育与产业升级

关键技术研发应

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华中农业大学 

北京百年栗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山东农业大学 

广西参皇养殖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畜牧总站 

湖北欣华生态畜禽开发有限公司 

陈继兰 文 杰  龚炎长 

孙研研 李显耀 李冬立 

杨福剑 吴文平 陈 余 

麻 慧 罗清尧 贾亚雄 

任海义 刘冉冉 

食品领域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序号 获奖编号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86 2019-J12-2-01 

液态乳品质提升

及质量控制关键

技术研究与示范

应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卫岗乳业有限公司 

江苏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 

吕加平 张书文 逄晓阳 

芦 晶 胡长利 乔为仓 

刘 鹭 刘 浏 蒋彦森 

龄 南 

88 2019-J12-2-03 

奶牛绿色高效养

殖与功能乳制品

开发关键技术创

新及应用 

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奶牛中心 

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三元集团畜牧兽医总站 

陈历俊 乔 绿 常 毅 

陈华林 麻 柱 郭 刚 

李艳华 刘继超 马 慧 

张 丹 

 

更多内容详见：食品领域 7项成果获得 2019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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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2020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公布，食品领

域 25家企业上榜 
  食品伙伴网讯 9月 10 日，由全国工商联主办的 2020 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峰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发布了《20

20 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调研分析报告》及“2020 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榜单。本届中国民企 500强入围门槛再次

提高，民营企业 500强入围门槛达 202.04亿元，比上年增加 16.18亿元；民营企业 500强的营业收入总额 30.17

万亿元，增长 5.85%。 

 

  其中，食品领域上榜企业有 25家，涉及新希望集团、伊利集团、正邦集团、通威集团、温氏集团、双胞胎集

团、双汇集团、稻花香集团、广东海大集团、娃哈哈、辽宁禾丰牧业、山东渤海实业、和润集团、山东新希望六和

集团、维维集团、河北千喜鹤饮食、山东鲁花、香驰控股、华泽集团、金锣、农夫山泉、圣农、牧原实业、今麦郎、

达利集团；行业涉及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农业、畜牧业、餐饮业等；所属省

份涉及四川、内蒙古、江西、山东、广东、河南、湖北、浙江、辽宁、湖南、福建等。 

 

食品领域上榜“2020 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名单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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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技 
第五届中国水产学会范蠡科学技术奖评审

结果公示 26 项成果拟授奖 
食品伙伴网讯 9月 14日，中国水产学会公示了第五届中国水产学会范蠡科学技术奖评审结果。经形式审查、专

家组网络评审和会议评审，共评出拟授奖成果 26项，其中：科技进步类 14项（特等奖 1项、一等奖 3项、二等奖 1

0项）；科技推广类 9项（一等奖 3项、二等奖 6项）；科普作品类 3项。 

第五届中国水产学会范蠡科学技术奖评审结果（科技进步类） 

序号 奖项等级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人 主要完成单位 推荐单位 

1 特等奖 

海洋牧场生境修

复和生物资源养

护技术构建与应

用 

杨红生、陈丕茂、陈  勇、

张秀梅、黄  晖、罗  刚、

王爱民、李纯厚、周  毅、

张沛东、张  涛、田  涛、

许  强、张立斌、林承刚、

尹增强、陈圣灿、郭福元、

于  波、刘富祥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

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

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大

连海洋大学、全国水产技术

推广总站、中国科学院南海

海洋研究所、中集海洋工程

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海洋湖

沼学会 

1 一等奖 

稻渔生态种养关

键技术创新与应

用 

徐  跑、杜  军、周  

剑、黄  璜、李嘉尧、刘  

亚、聂志娟、董在杰、成永

旭、杨  淞、徐钢春、龙

治海、朱  健、张宪中、

李  强、李红霞、殷文健、

王裕玉、高建操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

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

水渔业研究中心、湖南农业

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四川

农业大学 

专家推荐（王

清印、桂建

芳、庄  平、

叶金云、

徐  皓） 

2 一等奖 

凡纳滨对虾“育繁

推”种业关键技术

研发与示范 

栾  生、孔  杰、何建国、

孟宪红、江谢武、罗  坤、

陈宝龙、卢  霞、隋  娟、

曹宝祥、李旭鹏、代  平、

曹家旺、陈荣坚、黎宏宇、

谭  建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

产研究所、中山大学、广东

海兴农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市水产

学会 

3 一等奖 

海水贝类养殖环

境预测预警与信

息服务技术 

宋林生、王玲玲、宋  军、

张瑞瑾、于子超、李华江、

张  薇、张  媛、宣基亮、

汤  勇、于  红、田  

涛、郭俊如、尹远渊、王  

刚、富砚昭、徐江玲、刘  

奇、方  蕾、张  燕 

大连海洋大学、国家海洋局

北海预报中心、大连市气象

服务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二

海洋研究所、獐子岛集团公

司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水产

学会 

1 二等奖 

淡水池塘养殖尾

水达标排放的关

键生态技术与应

用 

陈家长、孟顺龙、杨  光、

宋  超、郑  尧、邴旭文、

陈  曦、李炳烨、王新鸣、

李  天、曲  坤、范立民、

胡庚东、吴  伟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

业研究中心、中国水产科学

研究院渔业工程研究所 

专家推荐（王

清印、庄  

平、徐  皓、

朱  华、叶

金云） 

 

更多内容详见：第五届中国水产学会范蠡科学技术奖评审结果公示 26项成果拟授奖 

 
文章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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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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mailto:fanyi@foodmate.net


 

 

食品伙伴网信息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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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伙伴网展会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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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告丨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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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9-10日     上海      IPIF 国际包装创新大会 

10 月 15-16日    上海      2020（第六届）食品质量安全研讨会 

10 月 15-16日    上海      2020上海国际冷库发展峰会暨展示会 

11 月 26-27日    南京      关于举办“2020（第六届）中国食品安全追溯大会”的通知 

12 月 26-28 日    广州      2020中国精准医学大会 

 

2020 年展会预告： 

9月 24-26日      广州      2020世界水果产业博览会 

9月 24-26日      广州      2020年第六届中国(广州)国际渔业博览会 

9月 24-26日      广州      2020第六届中国国际食品、肉类及水产品展览会 

9月 28-30日      上海      2020中国国际食品和饮料展览会（SIALCHINA 中食展） 

10 月 9-11日      合肥      2020中国康养产业博览会 

10 月 11-13日     深圳      CCH2020 第 9届国际餐饮连锁加盟展览会  

10 月 11-13日     北京      AIFE 23 届 2020 亚洲（北京）国际食品饮料暨进口食品博览会 

10 月 1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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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2-14 日     天津      第 23届中国冰淇淋及冷冻食品产业博览会 

10 月 13-16 日     上海      2020（第十四届）中国国际酒、饮料制造技术及设备展览会（CBB 2020） 

10 月 15-17日     西安      海名 2020第七届西安餐饮供应链展览会 

10 月 15-17日     上海      2020中国焙烤秋季暨中国家庭烘焙用品展览会 

10 月 16-18日     北京      2020第十七届中国国际烘焙展览会 

10 月 16-18日     重庆      2020第十二届中国（重庆）火锅美食文化节暨国际食材博览会 

10 月 16-18日     广州      2020中国国际食品配料博览会 

10 月 21-23日     上海      2020第十九届中国国际玩具及教育设备展览会 

10 月 23-25日     潍坊      2020潍坊国际食品农产品博览会 

10 月 26-28日     博兴      第十五届中国（博兴）国际厨具节 

10 月 28-30日     北京      第十一届 IGPE 中国国际粮油精品、粮油加工及储藏物流技术博览会 

11 月 3-6日       上海      2020全亚冷链技术与配送展览会  

11 月 6-8日       太原      2020中国(山西)国际孕婴童产品博览会 

11 月 6-8日      石家庄     2020第二届石家庄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11 月 6-8日       西安      第十二届中国（西安）糖酒食品交易会 

11 月 8-16日      南京      第二十届中国南京食品博览会暨采购交易会 

11 月 9-11日      广州      Interwine China 2020 中国（广州）国际名酒展——秋季展 

11 月 10-12日     上海      FHC*2020SME 第 15届中国（上海）国际肉类工业  

11 月 10-12日     上海     FHC 上海环球食品展 

11 月 10-12日     上海     第十三届 iFresh 亚洲果蔬产业博览会  

11 月 14-16日     上海     2020中国方便速食食品与冻干产业博览会 

11 月 19-21日     深圳     2020深圳国际渔业博览会 

11 月 20-22 日     重庆     2020中国重庆国际糖酒会 INTER SUGAR WINE CHINA 

11 月 25-27日     上海     Foodpack China 2020 上海国际食品加工与包装机械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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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5-27日     上海        第二十二届健康天然原料、食品配料中国展  

11 月 26-27日     杭州        CPG 2020 第五届中国消费品 CIO 年会 

11 月 26-29日     沈阳       2020（第 27届）沈阳糖酒会 

11 月 27-30日     重庆        2020 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 

12 月 1-3日       广州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调味品及食品配料博览会  

12 月 2-4日       上海        2020 全球自有品牌产品亚洲展 PLF 

12 月 3-5日       长沙       2020 湖南糖酒食品招商展暨仁糖年终订货会 

12 月 3-6日       武汉       第 29届中国食品博览会暨中国（武汉）国际食品交易会 

12 月 5-7日       临沂       2020 第十二届山东省（临沂）国际糖酒商品交易会 

12 月 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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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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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9-11日      南京       第十三届中国在线分析仪器应用及发展国际论坛暨展览会 

12 月 10-13日     温州        2020 第九届中国·温州食品博览会 

12 月 11-13日     广州       2020 广州国际畜禽产业博览会 

12 月 11-12日     兰州       2020 甘肃（兰州）智慧农业展览会 

12 月 11-13日     济南        2020第十四届中国（山东）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 

12 月 16-17日    新加坡      2020 第五届营养及功能食品亚太峰会（NFAP） 

12 月 16-18日      上海       2020世界天然提取物中国展暨第二十届世界制药原料中国展 

12 月 17-19日      广州      2020 第二十七届广州食品饮料及加工包装展览会 

12 月 17-19日      广州      2020 中国（华南）高端饮用水及饮品展 

12 月 17-18日      苏州      第六届中国国际精准农业与信息化高峰论坛 

12 月 18-20日      青岛      2020 中国(青岛)国际进口产业博览会（QIIE 青岛进博会） 

12 月 18-20日      三亚       2020 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业博览会   

12 月 19-21日      成都      2020 第十届成都国际孕婴童产业博览会 

12 月 29-31日      杭州       2020 杭州国际休闲食品及糖果零食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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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马科技——仪器试剂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仪器试剂 

珠海靖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添加剂配料 

济南辰驰试验仪器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北京康源泰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坛墨质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武汉美泰克科技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日立高新技术（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仪器试剂 

深圳市芬析仪器制造有限公司——仪器试剂 

陕西天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销售部——添加剂配料 

西安天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工厂——添加剂配料 

西安天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市场部——添加剂配料 

陕西天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添加剂配料 

扶风斯诺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添加剂配料 

广州凯能电器科技有限公司——食品机械 

诺安实力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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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3866545 

Tel：0535-2154193    

食品伙伴网食品商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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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培训平台 

聚集食品行业线下培训会议活动，为参会、办会者提供双向服务。 

为用户提供食品行业全面、专业的会议培训，找会报名更方便。 

为主办方提供活动发布、营销推广，引进嘉宾更容易。 

会议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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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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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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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12 月份培训信息汇总 

2020 年 9 月份 

序号 培训会议名称 地点 周期 开始时间 到期时间 
1 BRCGS《食品安全全球标准》第八版内审员 ATP 培训 上海 2 天 2020/9/21 2020/9/22 

2 
关于举办“涉农机构实验室危险品安全管理隐患排查与事故应急培训班”

的函 
北京 5 天 2020/9/22 2020/9/26 

3 AIAG&VDA-FMEA 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FMEA 第五版） 苏州 2 天 2020/9/22 2020/9/23 

4 
关于举办安全生产新政策解读、最新应急体制机制建设、危险化学品安

全管理、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危险源辨识管理及工伤管理培训班的通知 
杭州 4 天 2020/9/22 2020/9/27 

5  AIAG&VDA-FMEA 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FMEA 第五版） 苏州 2 天 2020/9/22 2020/9/23 

6 
关于举办“（新版）检验检测机构质量/技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及新版

(RB/T214-2017)和 ISO/IEC17025:2017(等同 CNAS-CL01:2018) 实验室体系

转版内审员”网络直播培训 

线上

直播 
3 天 2020/9/22 2020/9/24 

7 关于开展 2020 年度第三期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内审员培训的通知 重庆 3 天 2020/9/22 2020/9/24 

8 
2020 年关于举办新版“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份：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及文本起草实操”暨“全国 注册《标准化

管理工程师》岗位认证培训班”通知 
昆明 2 天 2020/9/23 202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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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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 南宁 3 天 2020/9/23 2020/9/25 

10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 广州 3 天 2020/9/23 2020/9/25 

11 China HACCP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内审员 上海 3 天 2020/9/23 2020/9/25 

12 
关于组织开展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授权签字

人能力提升 网络直播培训班的通知 
网 络

直播 
3 天 2020/9/23 2020/9/25 

13 
关于组织开展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授权签字

人能力提升 网络直播培训班的通知 
线 上

培训 
3 天 2020/9/23 2020/9/25 

14 关于举办 ISO9001:2015 审核员培训班的通知 深圳 3 天 2020/9/23 2020/9/25 

15 
关于举办检验检测机构 RB/T214-2017 及实验室认 可 CNAS-CL01:2018
内审员暨实验室质量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岗位能力提升网

络直播培训通知 

线 上

培训 
3 天 2020/9/23 2020/9/2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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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9/23 2020/9/25 

17 
关于举办“检验检测机构监督员和实验室管理及风险防控”网络直播培

训通知 
线 上

直播 
3 天 2020/9/23 2020/9/25 

18 
黄涛授课—举办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授权签

字人能力提升网络直播培训班的通知 
线 上

直播 
3 天 2020/9/23 2020/9/25 

19 关于举办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实操培训班的通知 广州 3 天 2020/9/23 2020/9/25 

20 
关于举办“认证企业管理体系运行有效性与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标准、审核技能技巧”培训班通知 
线 上

培训 
4 天 2020/9/23 2020/9/26 

21 
关于举办《职业经理人》、《厨政管理师》 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专题培

训的通知 
江苏 3 天 2020/9/23 2020/9/2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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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2020 年食品安全与标准法规研讨会第一轮通知 北京 2 天 2020/9/24 2020/9/25 

24 注册六西格玛黑带级 考证班培训 6+2 模式【保过班】 苏州 3 天 2020/9/24 2020/9/26 

25 
关于举办“2020 运动营养（功能）食品开发思路创新及产业发展前景分

析交流会”的通知 
杭州 3 天 2020/9/24 2020/9/26 

26  关于举办食品检验技术专题培训班的通知 山东 3 天 2020/9/24 2020/9/26 

27 
关于举办实验室认可/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内（评）审的管理评审要求

及管理体系建立与实施和内审员的培训通知 
西宁 3 天 2020/9/24 2020/9/25 

28 企业培训体系构建与培训管理实务 上海 2 天 2020/9/25 2020/9/26 

29 食品行业的投诉与投诉管理 南京 1 天 2020/9/25 2020/9/25 

30 2020 中国功能性食品创新大会 烟台 3 天 2020/9/25 2020/9/27 

31 “生物饲料添加剂生产与应用技术专家指导交流会”（洛阳） 洛阳 3 天 2020/9/25 2020/9/27 

32  关于举办团体标准管理能力提升综合培训班的通知 北京 3 天 2020/9/25 2020/9/28 

33 食品检验员培训公告 
线 上

培训 
3 天 2020/9/26 2020/9/28 

34 农产品检验员培训公告 
线 上

培训 
3 天 2020/9/26 2020/9/28 

35 水质检验员（污水）培训公告 
线 上

培训 
3 天 2020/9/26 2020/9/28 

36 计量员资格证书培训公告 
线 上

培训 
3 天 2020/9/26 2020/9/28 

37 
关于举办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 新标准宣贯培训班的通知 
北京 3 天 2020/9/27 202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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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2020 年关于举办新版“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份：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及文本起草实操”暨“全国 注册《标准化

管理工程师》岗位认证培训班”通知 
西安 2 天 2020/9/26 2020/9/29 

39 
关于举办“ ‘十四五’农产品质量安全政策解读 与农产品品牌认证发

展培训班”的通知 
昆明 4 天 2020/9/27 2020/9/30 

40 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 天津 2 天 2020/9/27 2020/9/29 

41 ISO 45001:2018 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课程 青岛 3 天 2020/9/27 2020/9/29 

42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 青岛 3 天 2020/9/27 2020/9/29 

43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 北京 3 天 2020/9/27 2020/9/29 

44 
关于举办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新标准 宣贯培训班的通知 
成都 4 天 2020/9/27 2020/9/30 

45 
 关于举办“（新版）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及测量结果的评价”和 “新

版 CNAS-GL042:2019《测量设备期间核查的方法指南》” 网络直播培训

通知 

线 上

直播 
3 天 2020/9/27 2020/9/29 

46 食品安全和质量管理体系(ISO 9001,HACCP,ISO 22000)整合内审员 
线 上

培训 
4 天 2020/9/27 2020/9/30 

47 农产食品企业异物控制方法 苏州 1 天 2020/9/28 2020/9/28 

48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内审员 上海 3 天 2020/9/28 2020/9/30 

49 
关于提升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认可仪器设备管理内部校准人员的岗位

能力和标准物质的期间核查方法 及计量溯源性/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

示案例分析网络直播课通知 

线 上

培训 
3 天 2020/9/28 2020/9/3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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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 2 天 2020/9/28 2020/9/29 

51 关于举办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员能力提升培训班的通知 重庆 2 天 2020/9/28 2020/9/29 

52 关于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培训班的通知 深圳 2 天 2020/9/29 2020/9/30 

53 产品追溯和召回制度 
线 上

培训 
1 天 2020/9/30 2020/9/30 

 
2020 年 10 月份 

序号 培训会议名称 地点 周期 开始时间 到期时间 
1 IPIF 国际包装创新大会 上海 2 天 2020/10/9 2020/10/10 

2 ISO/IEC17025：2017 实验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 苏州 2 天 2020/10/10 2020/10/11 

3 ISO/IEC17025：2017 实验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 深圳 2 天 2020/10/10 2020/10/11 

4 关于举办计量管理/计量管理员培训班的通知 深圳 1 天 2020/10/12 2020/10/12 

5 关于举办计量员能力评价培训考核的通知 深圳 3 天 2020/10/12 2020/10/15 

6 关于举办计量仪器校准员培训班的通知 深圳 3 天 2020/10/12 2020/10/14 

7 国际传统发酵食品产业高峰论坛 （会议通知） 上海 2 天 2020/10/13 2020/10/14 

8 关于举办“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培训班的通知 深圳 3 天 2020/10/14 2020/10/16 

9 
 第二届世界动物福利科学大会暨第二届品质与福利鸡蛋（中国）

高峰论坛 
上海 3 天 2020/10/14 2020/10/16 

10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理解、实施及内审员培训 苏州 2 天 2020/10/15 2020/10/16 

11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理解、实施及内审员培训 在线培训 2 天 2020/10/15 2020/10/16 

12 2020 中式菜肴工业化加工技术研讨会预告通知 济南 2 天 2020/10/15 2020/10/16 

13 2020 第四届国际生物治疗大会暨展览会 青岛 2 天 2020/10/16 2020/10/17 

14 中层的战略执行力与领导力提升 上海 2 天 2020/10/16 2020/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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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层经理通用管理技能训练（MTP） 上海 2 天 2020/10/16 2020/10/17 

16 中高层经理管理技能与领导力研修 上海 3 天 2020/10/16 2020/10/18 

17 2020 第四届国际生物治疗大会暨展览会 青岛 2 天 2020/10/16 2020/10/17 

18 《卓越领导的五项修炼》——战略视角的领导力塑造 上海 1 天 2020/10/17 2020/10/17 

19 计量员资格证书培训公告 线上培训 3 天 2020/10/17 2020/10/19 

20 BRCGS 全球食品安全标准（第八版）-第三方审核员培训(2020 年度) 青岛 4 天 2020/10/17 2020/10/21 

21 关于举办“良好农业规范注册检查员培训班”的通知 石家庄 3 天 2020/10/17 2020/10/19 

22 中高层经理卓越领导力修炼 上海 1 天 2020/10/18 2020/10/18 

23 TWI-一线主管技能提升 TWI（金牌班组长） 在线培训 2 天 2020/10/19 2020/10/20 

24 《质量检验员》岗位能力培训课程 线上培训 2 天 2020/10/19 2020/10/20 

25 关于举办计量管理/计量管理员培训班的通知 深圳 1 天 2020/10/19 2020/10/19 

26 关于举办计量员能力评价培训考核的通知 深圳 3 天 2020/10/19 2020/10/22 

27 
关于举办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化文

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新标准 宣贯培训班的通知 
线上培训 4 天 2020/10/19 2020/10/21 

28 
关于举办 2020 年第十届第一期微生物肥料技术推广员培训班的通

知 
保定 3 天 2020/10/19 2020/10/22 

29 
关于举办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新标准宣贯培训班的通知 
成都 3 天 2020/10/19 2020/10/21 

30 
关于举办安全生产新政策解读、最新应急体制机制建设、危险化学

品安全管理、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危险源辨识管理及工伤管理培训

班的通知 
昆明 4 天 2020/10/20 2020/10/25 

31 国内外食品标签及营养标签相关法律法规 杭州 2 天 2020/10/20 2020/10/21 

32 饮料检测与控制技术网络研讨会 食学宝 2 天 2020/10/20 202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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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 4 天 2020/10/21 2020/10/24 

34 2020 第二届乳及乳制品检测与控制技术交流 北京 3 天 2020/10/21 2020/10/23 

35  关于举办团体标准管理能力提升综合培训班的通知 成都 3 天 2020/10/21 2020/10/23 

36 企业培训体系构建与培训管理实务 上海 2 天 2020/10/22 2020/10/23 

37 
关于举办“第三届生物活性肽产品创新、功能研究与生产应用关键

技术研讨会暨生物活性肽健康产业联盟第一次筹备会”通知 
上海 3 天 2020/10/22 2020/10/24 

38 食品检验员培训公告 线上培训 3 天 2020/10/23 2020/10/25 

39 农产品检验员培训公告 线上培训 3 天 2020/10/23 2020/10/25 

40 食品仪器分析检测技术网络研讨会 食学宝 2 天 2020/10/23 2020/10/24 

41 水质检验员（污水）培训公告 线上培训 3 天 2020/10/23 2020/10/25 

42 计量员资格证书培训公告 线上培训 3 天 2020/10/23 2020/10/25 

43 
关于组织开展 2020 年第五期全省农产品食品检验员职业技能鉴

定培训工作的通知 
杭州 3 天 2020/10/23 2020/10/26 

44 卓越的客户服务技巧训练 上海 2 天 2020/10/24 2020/10/25 

45 
关于召开“2020 海洋食品营养与功能活性物质应用学术论坛”的

通知 
青岛 3 天 2020/10/24 2020/10/26 

46 中国微生物学会酿造分会 2020 年学术年会会议通知（第二轮） 十堰 3 天 2020/10/24 2020/10/27 

47 
关于举办“检验检测机构监督员和实验室管理及风险防控”网络直

播培训通知 
线上直播 3 天 2020/10/26 2020/10/28 

48 关于举办 ISO9001:2015 内审员培训班的通知 深圳 3 天 2020/10/26 202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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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关于举办 ISO9001:2015 内审员培训班的通知 深圳 3 天 2020/10/26 2020/10/29 

50 关于举办化学检验职业能力评价培训考核的通知 深圳 3 天 2020/10/26 2020/10/29 

51 关于举办食品检验员培训考核的通知 深圳 2 天 2020/10/26 2020/10/28 

52 关于举办无损检测职业能力评价培训考核的通知 深圳 3 天 2020/10/26 2020/10/29 

53 关于举办食品检验员职业能力评价培训考核的通知 深圳 3 天 2020/10/26 2020/10/29 

54 
关于举办 ISO9001:2015 和 ISO14001:2015 及 ISO45001:2018 审核员

培训班的通知 
深圳 3 天 2020/10/26 2020/10/29 

55 关于举办 ISO9001:2015 审核员培训班的通知 深圳 3 天 2020/10/26 2020/10/30 

56 关于举办化学检验员职业能力评价培训考核的通知 深圳 3 天 2020/10/26 2020/10/29 

57 关于举办化学检验员培训考核的通知 深圳 3 天 2020/10/26 2020/10/28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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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关于举办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化文

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新标准 宣贯培训班的通知 
厦门 4 天 2020/10/26 2020/10/29 

60 《计量校准员》岗位专业技术能力培训课程介绍 线上培训 2 天 2020/10/26 2020/10/27 

61 
关于举办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新标准宣贯培训班的通知 
厦门 3 天 2020/10/26 2020/10/29 

62 
黄涛授课—RB/T 214—2017 和 CNAS-CL01:2018 宣贯暨资质认定/认
可内审员培训班的通知 

西安 3 天 2020/10/27 2020/10/29 

63 
黄涛授课—RB/T 214—2017 和 CNAS-CL01:2018 宣贯暨资质认定/认
可内审员培训班的通知 

在线直播 3 天 2020/10/27 2020/10/29 

64 关于举办 ISO14001:2015 内审员培训班的通知 深圳 4 天 2020/10/27 2020/10/30 

65 
关于举办“（新版）检验检测机构质量/技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

及新版(RB/T214-2017)和 ISO/IEC17025:2017(等同 CNAS-CL01:2018) 
实验室体系转版内审员”网络直播培训 

线上直播 3 天 2020/10/28 2020/10/30 

66 《产品工艺工程师》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直播课程 线上培训 1 天 2020/10/28 2020/10/29 

67 关于举办第四期食品微生物检测高级研修班的通知 青岛 3 天 2020/10/28 2020/10/30 

68 FSPCA 动物食品预防控制措施（FDA 认可的 PCQI 课程） 天津 3 天 2020/10/28 2020/10/30 

69  关于举办团体标准管理能力提升综合培训班的通知 厦门 3 天 2020/10/28 2020/10/31 

70 
关于举办实验室认可/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内（评）审的管理评

审要求及管理体系建立与实施和内审员的培训通知 
济南 3 天 2020/10/28 2020/10/30 

71 国内外食品接触材料卫生标准 杭州  2020/10/29 2020/10/30 

72 关于举办质量检验员职业能力评价培训班的通知 深圳 2 天 2020/10/29 2020/10/30 

73 关于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培训班的通知 深圳 2 天 2020/10/29 2020/10/30 

74 顾问式销售技巧训练 上海 2 天 2020/10/30 2020/10/31 

75 构建卓越的客户服务管理体系 上海 2 天 2020/10/30 2020/10/31 

76 
关于举办“2020 新规后期保健食品专家互动问答会暨功能声称、功

效判定、技术要求、原配料应用及标签标识和进口保健食品注册备

案方法、流程详解”的通知 
北京 3 天 2020/10/30 2020/11/1 

 
2020 年 11-12 月份 

序号 培训会议名称 地点 周期 开始时间 到期时间 
1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理解、实施及内审员培训 苏州 2 天 2020/11/3 2020/11/4 

2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标准理解、实施及内审员培训 在线培训 2 天 2020/11/3 2020/11/4 

3 中层的战略执行力与领导力提升 上海 2 天 2020/11/6 20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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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层经理通用管理技能训练（MTP） 上海 2 天 2020/11/6 2020/11/7 

5 中高层经理管理技能与领导力研修 上海 3 天 2020/11/6 2020/11/8 

6 高效的管理沟通技巧训练 上海 1 天 2020/11/7 2020/11/7 

7 《卓越领导的五项修炼》——战略视角的领导力塑造 上海 1 天 2020/11/7 2020/11/7 

8 中高层经理卓越领导力修炼 上海 1 天 2020/11/8 2020/11/8 

9 关于举办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实操培训班的通知 上海 3 天 2020/11/11 2020/11/1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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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爱与力量”-2020 品牌智能营销论坛（AiBMF）正式启动 上海 2 天 2020/8/13 2020/8/14 

12 构建卓越的客户服务管理体系 深圳 2 天 2020/11/14 2020/11/15 

13 第 85 期食品微生物检验实际操作培训班-杭州 杭州 3 天 2020/11/14 2020/11/17 

14 企业培训体系构建与培训管理实务 深圳 2 天 2020/11/16 2020/11/17 

15 
关于举办安全生产新政策解读、最新应急体制机制建设、危险化学

品安全管理、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危险源辨识管理及工伤管理培训

班的通知 
西安 4 天 2020/11/16 202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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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 4 天 2020/11/17 2020/11/20 

17 2020 上海中欧国际食品安全研讨会暨 2020 食品青年科技论坛 上海 2 天 2020/11/17 2020/11/18 

18 2020 中国（上海）食品安全与产业发展论坛 上海 2 天 2020/11/19 
2020/10/2
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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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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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 4 天 2020/11/20 2020/11/23 

21 企业培训体系构建与培训管理实务 上海 2 天 2020/11/21 2020/11/22 

22 构建卓越的客户服务管理体系 上海 2 天 2020/11/23 2020/11/24 

23 关于开展 2020 年度第三期食品企业食品检验员培训的通知 四川 5 天 2020/11/23 2020/11/28 

24 
 关于举办 RB/T 214-2017 和 CNAS-CL01:2018 宣贯暨资质认定/认可

内审技巧培训班的通知 
北京 3 天 2020/11/25 2020/11/27 

25 
 关于举办 RB/T 214-2017 和 CNAS-CL01:2018 宣贯暨资质认定/认可

内审技巧培训班的通知 
线上培训 3 天 2020/11/25 2020/11/27 

26 
关于举办 RB/T 214-2017和CNAS-CL01:2018宣贯暨资质认定/认可内

审技巧培训班的通知 
苏州 3 天 2020/11/25 2020/11/27 

27 
关于举办 RB/T 214-2017和CNAS-CL01:2018宣贯暨资质认定/认可内

审技巧培训班的通知 
线上培训 3 天 2020/11/25 2020/11/27 

28 
黄涛授课—RB/T 214—2017 和 CNAS-CL01:2018 宣贯暨资质认定/认
可内审员培训班的通知 

北京 3 天 2020/11/25 2020/11/27 

29 
黄涛授课—RB/T 214—2017 和 CNAS-CL01:2018 宣贯暨资质认定/认
可内审员培训班的通知 

在线直播 3 天 2020/11/25 2020/11/27 

30 2020 特殊膳食营养与健康高峰论坛暨老年营养与健康专题论坛 上海 1 天 2020/11/26 2020/11/26 

31 2020 中国国际大农业仪器博览会暨高峰论坛 重庆 3 天 2020/11/27 2020/11/30 

32 顾问式销售技巧训练 上海 2 天 2020/11/27 2020/11/28 

33 构建卓越的客户服务管理体系 上海 2 天 2020/12/4 2020/12/5 

34 顾问式销售技巧训练 上海 2 天 2020/12/4 2020/12/5 

35 
关于启动 2020 第四届中国微生物肥料技术研究与行业发展大会的

通知 
南京 3 天 2020/12/4 20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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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中层的战略执行力与领导力提升 上海 2 天 2020/12/11 2020/12/12 

37 中层经理通用管理技能训练（MTP） 上海 2 天 2020/12/11 2020/12/12 

38 中高层经理管理技能与领导力研修 上海 3 天 2020/12/11 2020/12/13 

39 高效的管理沟通技巧训练 上海 1 天 2020/12/12 2020/12/12 

40 《卓越领导的五项修炼》——战略视角的领导力塑造 上海 1 天 2020/12/12 2020/12/12 

41 中高层经理卓越领导力修炼 上海 1 天 2020/12/13 2020/12/13 

42 关于举办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实操培训班的通知 北京 3 天 2020/12/14 202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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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国际科技创新学术交流大会暨生物技术与食品科学学术会

议(BFS 2020) 
广州 4 天 2020/12/17 2020/12/2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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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企业培训体系构建与培训管理实务 上海 2 天 2020/12/18 2020/12/19 

47 卓越的客户服务技巧训练 上海 2 天 2020/12/24 2020/12/25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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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2019 年健康管理师职业技能培训 合肥 
1 个

月 
全年开班 

50 2019 年营养师职业技能培训 合肥 
1 个

月 
全年开班 

51 关于举办食品检验员培训的通知 重庆 
随 时

开班 
全年开班 

52 AS9100D:2016 航空航天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班 
线上线下

培训 
随 时

开班 
全年开班 

53 ISO 50001：2018 能源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班 
线上线下

培训 
随 时

开班 
全年开班 

54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班 
线上线下

培训 
随 时

开班 
全年开班 

55 ISO13485:2016 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班 
线上线下

培训 
随 时

开班 
全年开班 

56 ISO/IEC17025:2017 实验室管理内审员培训班 
线上线下

培训 
随 时

开班 
全年开班 

57 SA8000：2014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班 
线上线下

培训 
随 时

开班 
全年开班 

58 三标（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内审员培训班 
线上线下

培训 
随 时

开班 
全年开班 

59 体系文件编写（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实操培训班 
线上线下

培训 
随 时

开班 
全年开班 

60 
关于举办 2020 年第三期农产品食品检验员职业技能鉴定培训的通

知 
济南 

一 周

左右 
全年开班 

61 
2021 第五届中国餐饮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创建中国餐饮流通新

时代 
上海 1 天 2021/6/10 202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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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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平台招聘汇总推广 1次 网刊推广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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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鸿展实业有限公司-技术员 
东莞市鸿展实业有限公司-化验员 
东莞市鸿展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山东鼎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化验员 
徐州享食客食品有限公司-研发技术 
北京创合联动科技有限公司-高级产品经理 
北京创合联动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贵州兴牛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供应链负责人 
贵州兴牛农牧发展有限公司-QA 质量管理员 
领驰食品发展（上海）有限公司-味千销售经理 
 
 

 

食品伙伴网食品人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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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征文 
 

 

 
在职场升级打怪的过程中，永远绕不开关键的因素——人。 
他是我们的老板、上司、同事、下属，甚至客户、供应商； 
他可能天天见面，也可能只在微信那端； 
他对我们的工作言行有鼓励、包容，也有批评、打击； 
他经常迸发金句，或者寡淡不言； 
他算是平易近人，或者只能叫疏离； 
他很普通，也不普通； 
…… 
不管他是哪一种，我觉得，值得我写一写。 
 
欢迎参加食品人才中心主办的【食品·职场人物特写】有奖征文活动！ 
 

 

微信客服号 微信公众号 

 

客服电话：0535-6730782 邮箱：job1@foodmate.net    客服 QQ： 314671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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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商城（mall.foodmate.net）是食品伙伴网旗下的食品行业在线采购平台，自 2014 年运营以来，服务了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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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质的解决方案和供应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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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耗材解决方案。 

 

2.理化检测仪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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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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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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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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公告帖： 

有奖征文！【2020质量案例分享会】工作中经历的那些质量案例，一起来聊聊吧！ 

【食品论坛·大讲堂】审核来了，你准备好了？——企业如何做好审核前的准备工作？ 

【食品论坛·大讲堂】乘风破塑，率性而为——食品加工过程中塑料异物控制 

【食品·职场人物特写】有奖征文大赛开始啦！ 

 

本周求助帖： 

请问这样的标注属于委托加工吗？ 

执行标准更换 

企业标准中有不适宜人群和注意事项，产品标签是否必须标注 

是否可以以食用农产品进行食品加工 

食安员考试每年都要考吗？ 

出厂报告 

遇到职业打假人，该怎么处理 

食品标签与检验报告 

食品分装 

八角、花椒、桂皮、香叶算是初级农产品吗？ 

关于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能量与热量的咨询 

食品名称前冠以金汤、高汤、浓汤合适吗 

食品加工厂主要配备哪些主要人员？？ 

第三方检测项目 

超市购买的冰糖如何索要三证？ 

新资源标注问题 

申请一个 sc 证书用来生产羊肉卷应该执行哪个标准？ 

湿法制粒 

食品包装金属罐是否要取得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矿泉水里出现白色絮状物，是什么原因？ 

酱料胀包 

配料与标准重量的允许差量 

从微生物使用判断大致的保质期 

初入职场做研发，应该怎么做？ 

罐头中要加入多种杂粮，如何实现生产灌装？ 

香辣海带片里面始终吃着有点苦，怎么解决苦味呢？ 

火锅底料炒制后感官异常处理 

做五彩椒泡椒得的，泡酱油昧怎么让辣椒不皱巴巴的？ 

请教黑芝麻丸牙碜的问题 

添加了碳酸钙的小麦粉制作膨化食品，如何标注？ 

食品用香精生产用的原料需不需要符合 GB 2760中的限用添加剂 

为什么在炒制火锅底料后期有的加高度白酒有的不加 

关于馄饨冻裂的问题 

食品论坛热帖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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葱油酱是是属于半固态复合调味料吗 

小龙虾调味粉和小龙虾粉是一样吗？ 

食品中的铝：粉丝和粉条限量是≤200mg/kg，那像凉皮，土豆粉应该怎么判定？ 

请问化验室用试剂的有效期是多少？ 

实验室味道大问题怎么解决？ 

请问包装袋上需要写食品包装生产许可证号吗 

带有产品 logo 的包装如何做废弃处理 

食品厂天然气烧水 

无菌车间 

 

本周讨论帖： 

猪猪面馆 2020年之 37:谈谈 Sedex（社会责任审核） 

猪猪面馆 2020年之 36:行车操作技术指南 

猪猪面馆 2020年之 35：通过猪猪面馆里的警示牌看安全生产 

猪猪面馆 2020年之 34：乖乖，有惊无险，我为猪猪又化解了一次危机，节省了若干的钱 

猪猪面馆 2020年之 33：猪猪要我们创新管理办法 

鸡杂产品中加入的是鸭肠 

关于五仁月饼的一些问题 

这个处罚依据有问题 

作为执法人员被职业举报折腾的无力吐槽了 

这次总局对于企业缩短自己企标的保质期问题不再予以支持了 

无盐味精，属于营养声称？ 

关于农副产品标识问题 

“2021 年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建言献策 

混批物料管理 

品控案例请大家分析一下如何应对 

FSSC 认证请 SGS还是 CQC 

饭后有朋友一起聊下 日常监督检查中的囧事吗 

关于产品名称合规性的讨论（肉松、肉粉松） 

关于食品车间员工工作服颜色的讨论 

怎么解释 芝士=奶酪 

关于桂花是否能作为普通食品的讨论 

研究的蒸鸡腌料不入味是什么原因，谁有蒸鸡腌料样品可以买 

有关富氢水杯的氢气问题 

菌落总数关于计数：领导要求记录上面写为检测无效，请问合适吗？ 

消毒技术规范 2002年版第 2.1.4.1.5第（3）和（5）的算法 

产品激光喷码问题，大伙坐板凳来讨论下 

产品不变，包装设计变了，条形码需要更换吗？ 

一名员工的上位史，精彩。（真人真事故事会） 

权利的游戏？品质老大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和能力?我很不爽文章很长 

食品人职称 

工作何去何从，想听听大佬们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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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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伙伴网 食品论坛 食品质量管理 食品标法圈 食品安全风向标 

食品伙伴网订阅号 食品实验室服务 

 

国际食品 食学宝 

（食品微课） 

食品晚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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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邦 食品有意思 传实翻译 食品会议培训中心 宠物食品联盟 

会展食讯 食品伙伴网商务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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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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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化餐饮联盟 食农认证联盟 食育网 营养与功能性食品 北京食品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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