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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批标准和在研标准】 

目前罐头报批阶段标准目录（10 项） 

序号 项目编号 标准计划名称 备注 

1.  2008 罐头食品空罐 国标 

2.  20101434-T-469 猪肉糜罐头 国标 

3.  2011-2421T-QB 果酱罐头 行标 

4.  2011-2422T-QB 果汁罐头 行标 

5.  2011-2429T-QB 坚果罐头 行标 

6.  2011-2438T-QB 雪菜罐头 行标 

7.  2011-2442T-QB 榨菜罐头 行标 

8.  20112183-T-469 罐头金属容器技术条件 国标 

9.  2014-1658T-QB 枇杷罐头 行标 

10.  2012-1188T-QB 罐藏食品术语 行标 

 

 

罐头领域在研标准目录（12 项） 

序号 项目编号 标准计划名称 备注 

1.  2012-1197T-QB 水果饮罐头 行标 

2.  2014-1657T-QB 粥类罐头 行标 

3.  2014 年计划 罐头食品分类 国标 

4.  2014 年计划 番茄酱罐头 国标 

5.  2014 年计划 牛肉罐头和羊肉罐头 国标 

6.  20153988-T-469 罐藏食品热穿透测试规程 国标 

7.  20153989-T-469 食品热力杀菌设备热分布测试规程 国标 

8.  2016-0840T-QB 八宝饭罐头 行标 

9.  2016-0841T-QB 高阻隔软包装罐藏食品技术规范 行标 

10.  2016-0842T-QB 罐藏食品用复合塑料容器高阻隔性盖膜 行标 

11.  
2016-0843T-QB 罐藏食品用高阻隔（EVOH）复合塑料容器通用技

术规范 

行标 

12.  2016-0844T-QB 烤麸类罐头 行标 

 

【2017 年拟新立项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备注 

1.  玉米笋罐头 行标（已立项） 

2.  地瓜罐头 行标（已立项） 

3.  豆类罐头 行标（已立项） 

4.  水果冻罐头 行标 

5.  豆类罐头 行标 

6.  香肠罐头 行标 

7.  罐头食品代号 国标 

8.  罐头食品空罐规格系列 国标 

http://219.239.107.141:8080/program/publicity/QBCPXT19042014.aspx
http://219.239.107.141:8080/program/publicity/QBJCZT06132012.aspx
http://219.239.107.141:8080/program/publicity/QBCPZT06192012.aspx
http://219.239.107.141:8080/program/publicity/QBCPXT19062014.aspx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QBCPZT09732016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QBCPZT09752016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QBCPZT09762016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QBCPZT09742016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QBCPZT097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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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食品薄壁金属容器用覆膜铁 国标 

10.  食品薄壁金属容器用涂料铁 国标 

11.  食用菌罐头 国标 

12.  荸荠罐头 国标 

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微生物学检验 商业无菌检验 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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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委会工作动态】 

罐头标准近期制修订动态 

《雪菜罐头》等 14项轻工行业标准报批公示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相关标准化技术组织等单位已完成《可曲

挠橡胶接头》等 102项化工行业标准、《铝包钢丝》等 13项冶金行业标准、《玻璃纤维增强

塑料可见光透射比试验方法》等 13项建材行业标准、《雪菜罐头》等 14项轻工行业标准的

制修订工作。 

在以上 142 项行业标准批准发布之前，为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特予以公示，截

止日期 2017 年 5月 28日。 

以上标准报批稿请登录《标准网》（www.bzw.com.cn）“行业标准报批公示”栏目阅览，

并反馈意见。 

公示时间：2017年 4 月 28日—2017年 5月 28日 

附件：142 项行业标准名称及主要内容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 

  2017 年 4月 28日 

罐头相关标准列表如下：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代替标准 

1 QB/T 1401-2017 雪菜罐头 

本标准规定了雪菜罐头的产品分

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

标准适用于以雪里蕻为原料，经

腌制、切断、装罐、密封、杀菌、

冷却制成的罐藏食品。 

QB/T 1401-1991 

2 QB/T 1410-2017 坚果类罐头 

本标准规定了坚果类罐头的术语

和定义、产品分类及代号、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

装、运输、贮存。本标准适用于

以核桃仁或板栗为主要原料，经

预处理、调味、装罐、密封、杀

菌、冷却而制成的罐藏食品。 

QB/T 1410-1991、

QB/T 1411-1991 

3 QB/T 1386-2017 果酱类罐头 

本标准规定了果酱类罐头的相关

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要求、

检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识标

签。本标准适用于以新鲜或经速

冻冷藏的一种或几种水果为原

料，经预处理、打浆（切片）、

QB/T 1386-1991、

QB/T 1387-1991、

QB/T 1388-1991、

QB/T 1389-1991、

QB/T 1390-1991、

QB/T 1391-1991、

http://pmo5e6ddc.pic35.websiteonline.cn/upload/14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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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配、浓缩、装罐、密封、杀菌、

冷却等制成的罐藏食品。 

QB/T 2390-1998、

QB/T 3609-1999 

4 QB/T 1384-2017 果汁类罐头 

本标准规定了果汁类罐头产品分

类及代号、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

存。本标准适用于以新鲜饱

满 (或经速冻冷藏)、成熟适度

的菠萝、柠檬、柑橘、葡萄、荔

枝等水果的果肉或其皮肉、果芯

为原料，经榨汁、筛滤或浸取提

汁、加糖或不加糖、装罐、先密

封后杀菌或先杀菌后密封、冷却

制成的罐藏食品。 

QB/T 1384-1991、

QB/T 1385-1991 

5 QB/T 1402-2017 榨菜类罐头 

本标准规定了榨菜类罐头的产品

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榨菜（或含猪肉）

为原料，经加工处理、装罐、密

封、杀菌、冷却制成的榨菜类罐

头。  

QB/T 1402-1991、

QB/T 1403-1991、

QB/T 1404-1991 

6 QB/T 2391-2017 枇杷罐头 

本标准规定了枇杷罐头的术语和

定义、产品分类及代号、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

装、运输、贮存。本标准适用于

以新鲜或冷藏、成熟适度的枇杷

或罐藏枇杷为原料，经预处理、

装罐、加汤汁、密封、杀菌、冷

却而制成的枇杷罐藏食品。 

QB/T 2391-1998 

【来源：工信部】 

 

关于征求《罐头食品金属容器通用技术要求》等 8项食品相关国家标准（报

批稿）意见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及个人： 

由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64）等负责归口制定的《罐头食品金属容

器通用技术要求》等 8项食品领域相关国家标准（报批稿）已完成（标准文本见附件），现

公开征求意见。请各有关单位或个人于 5月 30日前将《意见反馈表》寄回、传真（同时将

word 版发送至邮箱）形式反馈至我委。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 9号 

邮编：10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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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caoms@sac.gov.cn  

传真：（010）82260674 

  

   附件： 

1 罐头食品金属容器通用技术要求.pdf 

2 特香型白酒.pdf 

3 熏烧焙烤盐焗肉制品加工技术规范.pdf 

4 食用淀粉及淀粉制品生产管理规范.pdf 

5 日用陶瓷器抗釉裂测试方法.pdf 

6 日用陶瓷把手、装饰材料牢固度测试方法.pdf 

7 日用陶瓷釉面耐金属刀叉划痕性能测试方法.pdf 

8 日用陶瓷器冰箱至微波炉、烤箱适应性检测方法.pdf 

9 意见反馈表.doc 

 

【来源：国标委】 

 

豆类罐头等列入工信部 2017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 

据工信厅科[2017]40 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7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

订计划的通知，工信部发布了 2017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 共计 342 项，其中涉及

到罐头食品领域的标准列表如下：  

罐头领域相关标准 

计划号 领域 
项目

名称 
性质 

制修

订 

代替标

准 

完成

年限 

主管

部门 

技术委员

会或技术

归口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2017-0271T-QB 食品

工业

罐头 

豆类

罐头 

推荐 修订 QB/T 

1607-19

92 

2019 消费

品工

业司 

全国食品

工业标准

化技术委

员会罐头

分技术委

员会 

福建绿宝食品

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食品

发酵工业研究

院等 

2017-0272T-QB 食品

工业

罐头 

薯类

罐头 

推荐 制定   2019 消费

品工

业司 

全国食品

工业标准

化技术委

员会罐头

分技术委

员会 

福建绿宝食品

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分公司、

中国食品发酵

工业研究院等 

2017-0273T-QB 食品

工业

罐头 

玉米

笋罐

头 

推荐 修订 QB/T 

4627-20

14 

2019 消费

品工

业司 

全国食品

工业标准

化技术委

福建绿宝食品

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分公司、

mailto:caoms@sac.gov.cn
http://www.sac.gov.cn/gzfw/zqyj/201704/P020170427625858429835.pdf
http://www.sac.gov.cn/gzfw/zqyj/201704/P020170427625865443127.pdf
http://www.sac.gov.cn/gzfw/zqyj/201704/P020170427625872312313.pdf
http://www.sac.gov.cn/gzfw/zqyj/201704/P020170427625879170831.pdf
http://www.sac.gov.cn/gzfw/zqyj/201704/P020170427625886041068.pdf
http://www.sac.gov.cn/gzfw/zqyj/201704/P020170427625893068866.pdf
http://www.sac.gov.cn/gzfw/zqyj/201704/P020170427625899924415.pdf
http://www.sac.gov.cn/gzfw/zqyj/201704/P020170427625906780499.pdf
http://www.sac.gov.cn/gzfw/zqyj/201704/P020170427625913805860.doc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QBCPZT00532017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QBCPZT00542017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QBCPXT005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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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罐头

分技术委

员会 

中国食品发酵

工业研究院等 

 

关于《番茄酱类罐头》、《牛肉罐头、羊肉罐头》、《鲮鱼罐头》三项罐头

标准征求意见的函 

各位委员、专家及行业单位： 

我标委会现已组织完成《番茄酱类罐头》、《牛肉罐头、羊肉罐头》、《鲮鱼罐头》三项

罐头标准征求意见稿，面向全行业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材料详见附件或登录全国食品发酵

标准化中心（www.scff.org.cn）网站下载。 

征求意见时间为 2017 年 6月 28日-8月 15日。 

请于 2017 年 8月 15 日前把意见反馈表返回秘书处。 

 

秘书处联系方式： 

传真：010-53218325 

邮箱：cnscff@263.net 

征求意见材料下载 

2017 年 6月 27日 

【来源：全国食品发酵标准化中心】 

 

关于《罐藏食品分类》、《粥类罐头》两项罐头标准 征求意见的函 

各位委员、专家及行业单位： 

我标委会现已组织完成《罐藏食品分类》、《粥类罐头》两项罐头标准征求意见稿，面

向全行业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材料详见附件或登录全国食品发酵标准化中心

（www.scff.org.cn）网站下载。 

征求意见时间为 2017 年 6月 1日 --7月 10 日。 

请于 2017 年 7月 10 日前把意见反馈表返回秘书处。 

秘书处联系方式： 

传真：010-53218325 

邮箱：cnscff@263.net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3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3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61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3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15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92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79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798.html
http://pmo5e6ddc.pic35.websiteonline.cn/upload/3gtbz.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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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罐藏食品分类征求意见材料 

2、粥类罐头征求意见材料 

2017年 6月 1日 

【来源：全国食品发酵标准化中心】 

 

关于《固体食品用铝质易开盖》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的函 

各有关单位：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工信厅科函<2015>429号），我标委会已组

织完成了《固体食品用铝质易开盖》（2015-0532T-QB）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现公开征求

意见，征求意见材料详见附件或登录全国食品发酵标准化中心（www.scff.org.cn）网站下

载。 

请填写《意见反馈表》，并于 2017年 6月 24日前将修改意见以电子邮件反馈我会秘书

处，逾期未回复意见的按无意见处理。 

联系人：仇凯 

电话：010-53218326 

传真：010-53218325 

邮箱：cnscff@263.net 

附件：1-固体食品用铝质易开盖标准草案讨论修改稿 (征求意见公示稿) 

2-固体食品用铝质易开盖编制说明 

3-标准征求意见表 

 

http://pmo5e6ddc.pic35.websiteonline.cn/upload/GCSP.rar
http://pmo5e6ddc.pic35.websiteonline.cn/upload/GCSP.rar
http://pmo5e6ddc.pic35.websiteonline.cn/upload/zlgt.rar
http://pmo5e6ddc.pic35.websiteonline.cn/upload/075m.docx
http://pmo5e6ddc.pic35.websiteonline.cn/upload/nvql.doc
http://pmo5e6ddc.pic35.websiteonline.cn/upload/3-ykyb.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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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关于做好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计生委（卫生局）食品安全相关处，国家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为贯彻落实《食品安全法》和国务院工作部署，围绕建立“最严谨的标准”，加强标

准制定与执行的有效衔接，经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现就进一步做好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

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高度重视，明确任务 

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是食品安全标准工作的重要环节，各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认

真贯彻落实《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会同同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农业行政等部门（以下统称相关部门）对食品安全标准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评价，并指定专

门机构负责标准跟踪评价相关工作。 

 

二、采取措施，抓好落实 

（一）广泛收集食品安全标准实施中的问题和建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建立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及意见反馈平台（以下简称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平台，

http://bz.cfsa.net.cn/db/yjfk），广泛收集意见。各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在其网站

主动链接并宣传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平台，及时组织动员食品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学会）、

生产经营者、科研机构、检验机构、教育机构等，通过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平台反馈标准有

关意见建议。 

（二）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跟踪评价。我司确定了 2017年度重

点标准专项跟踪评价目录，各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相关部门采取培训会、座

谈会、实地调查、网上调查、专家咨询、专题研究等方式，听取各方对标准的意见建议。 

（三）认真组织专家研究，科学评价各方意见与建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负

责及时汇总分析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情况，适时组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

相关专业委员会、有关行业协会和技术机构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对收集的问题、意见予以

研究，按照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提出具体建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加强技术指导，

适时向省级标准跟踪评价机构反馈意见。 

（四）加大标准宣传与交流力度，指导正确理解和使用标准。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8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63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211.html
http://www.foodmate.net/law/jiben/1861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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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要逐步完善重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问答资料，方便食品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学会）、

生产经营者和社会公众及时了解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相关规定，推进食品安全标准的执行。

地方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通过食品安全宣传活动，采取形式多样的宣传培训手段，大

力开展食品安全标准宣传教育和培训交流，推进食品安全标准实施工作。 

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作已纳入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对各地的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

内容，各地要高度重视，及时将标准跟踪评价完成情况报送我司。我司适时将对有关省份

的标准跟踪评价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附件： 

2017 年度重点标准专项跟踪评价目录 

序号 标准名称 

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GB 29921-2013） 

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11） 

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2011） 

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 （GB13432-2013） 

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GB 31621-2014） 

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14881-2013） 

7 乳和乳制品相关标准 

8 各类检验方法标准 

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 

2017 年 5月 23日 

【来源：卫计委】 

 

科技部关于印发《“十三五”食品科技创新专项规划》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各

有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十三

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明确“十三五”时期食品科技创新的发展思路与目标，细化重点

任务与措施，全面推进食品科技创新工作，科技部组织编制了《“十三五”食品科技创新

http://down.foodmate.net/standard/sort/3/28222.html
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7/201706/W02017060234921500859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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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规划》。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地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科技部  

2017 年 5月 24日 

【来源：科技部】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多证合一”改革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7〕4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五证合一”、“两证整合”登记制度改革的相继实施有效提升了政府行政服务效率，

降低了市场主体创设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新力，但目前仍然存在

各类证照数量过多、“准入不准营”、简政放权措施协同配套不够等问题。为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经国务院同意，现就加快推进“多证合一”改革提出以下意见。 

 

一、统一思想，充分认识推行改革的重要意义 

在全面实施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社

会保险登记证、统计登记证“五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和个体工商户工商营业

执照、税务登记证“两证整合”的基础上，将涉及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

社，下同）登记、备案等有关事项和各类证照（以下统称涉企证照事项）进一步整合到营

业执照上，实现“多证合一、一照一码”，是贯彻中央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策部

署，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重要内容，是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深化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途径，是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的重要抓手；

对于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互联网+”环境下政

府新型管理方式、营造便利宽松的创业创新环境和公开透明平等竞争的营商环境，建立程

序更为便利、内容更为完善、流程更为优化、资源更为集约的市场准入新模式，促进提高

劳动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积极作为，把这项改革的实施工

作摆在重要位置，采取切实有力措施，确保“多证合一”改革在 2017年 10月 1日前落到

实处、取得实效。 

 

二、认真梳理涉企证照事项，全面实行“多证合一” 

坚持“多证合一”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结合，按照市场化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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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各地区要按照能整合的尽量整合、能简化的尽量简化、该减

掉的坚决减掉的原则，全面梳理、分类处理涉企证照事项，将信息采集、记载公示、管理

备查类的一般经营项目涉企证照事项，以及企业登记信息能够满足政府部门管理需要的涉

企证照事项，进一步整合到营业执照上，被整合证照不再发放，实行“多证合一、一照一

码”，使企业在办理营业执照后即能达到预定可生产经营状态，大幅度缩短企业从筹备开

办到进入市场的时间。对于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企业能够自主管理的事项以及可以通

过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达到原设定涉企证照事项目的的，要逐步取消或改为备案管理。对于

关系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涉企证照事项继续予以

保留，要实行准入清单管理。对于没有法律法规依据、非按法定程序设定的涉企证照事项

一律取消。 

 

三、深化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简化企业准入手续 

坚持互联互通与数据共享相结合，大力推进信息共享，能向社会公开的尽量公开，打

通信息孤岛。各地区要依托已有设施资源和政府统一数据共享交换平台，进一步完善省级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部门间的数据接口，在更大范围、更深

层次实现部门间企业基础信息和相关信用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各地区要加快制定政府数

据资源共享目录体系和管理办法，建立区域内统一标准的市场主体信息库，构建统一高效、

互联互通、安全可靠的政府数据资源体系，打破部门和行业信息壁垒。从严控制个性化信

息采集，凡是能通过信息共享获取的信息和前序流程已收取的材料，不得要求企业和群众

重复提交；凡是能通过网络核验的信息，不得要求其他单位和申请人重复提交；凡是应由

行政机关及相关机构调查核实的信息，由部门自行核实，实现相同信息“一次采集、一档

管理”，避免让企业重复登记、重复提交材料。 

 

四、完善工作流程，做好改革衔接过渡 

各地区要在“五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工作机制及技术方案的基础上，继续全面实行

“一套材料、一表登记、一窗受理”的工作模式，申请人办理企业注册登记时只需填写“一

张表格”，向“一个窗口”提交“一套材料”。登记部门直接核发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的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并及时归集至全国信用信息共

享平台。企业不再另行办理“多证合一”涉及的被整合证照事项，相关部门通过信息共享

满足管理需要。已按照“五证合一”登记模式领取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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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重新申请办理“多证合一”登记，由登记机关将相关登记信息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

享平台共享给被整合证照涉及的相关部门。企业原证照有效期满、申请变更登记或者申请

换发营业执照的，由登记机关换发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 

 

五、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不断提高服务效率 

坚持优化政务服务与推进“互联网+”相结合，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提升透

明度和可预期性。各地区要加快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打造“互联网+”模式下方

便快捷、公平普惠、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体系。推进各类涉企证照事项线上并联审批，优

化线上、线下办事流程，简化办事手续，减少办事环节，降低办事成本，实现“一网通办、

一窗核发”。要推进涉企证照事项标准化管理，在全面梳理、分类处理的基础上，全面公

开涉企证照事项目录和程序，明晰具体受理条件和办理标准，列明审查要求和时限，实现

服务事项标准化。 

 

六、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促进服务效能提升 

坚持便捷准入与严格监管相结合，以有效监管保障便捷准入，防止劣币驱逐良币，提

高开办企业积极性。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转变理念，精简事前审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探索市场监管新模式。要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

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强化主动监管、认真履职意识，明确监管责任。要建立以信用为

核心的新型监管机制，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不断完善政府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与联合

惩戒机制，充分发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信用中国”网站的作用，强化企业自

我约束功能，降低市场交易风险，减少政府监管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七、推进“一照一码”营业执照广泛应用，推动改革落地 

坚持“多证合一”与推进“一照一码”营业执照应用相结合，打通改革成果落地的

“最后一公里”。各地“多证合一”改革情况不同，证照整合项目、形式不同，各地区、

各部门要加快完善各自相关信息系统，互认“一照一码”营业执照的法律效力，推进“一

照一码”营业执照在区域内、行业内的互认和应用。对于被整合证照所涵盖的原有事项信

息，不得再要求企业提供额外的证明文件，使“一照一码”营业执照成为企业唯一“身份

证”，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成为企业唯一身份代码，实现企业“一照一码”走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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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强化中央和地方联动，统筹稳妥推进改革 

坚持统筹推进与因地制宜相结合，鼓励地方大胆探索实践，自下而上，上下联动。各

省级人民政府要结合实际，鼓励基层探索实践。要及时总结改革经验，巩固改革成果，不

断扩大“多证合一”的覆盖范围。国务院各相关部门要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主动作为。

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衔接配合，积极推进改革。要做好对改革政策的解

读和宣传工作，形成推动改革落地见效的良好氛围，确保“多证合一”改革各项措施顺利

推进。 

 

九、完善配套制度和政策，确保改革于法有据 

坚持基层先行先试与依法推动相结合，大力推进相关法律法规制修订和改革配套政策

联动。各地区、各部门在推进“多证合一”改革时，要充分做好沟通和衔接工作，在全面

梳理、分类处理涉企证照事项的基础上，对确需在全国范围内合并的事项中涉及法律、法

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修改、完善和清理的，要按照职责分工，依照法定程序开展相关工

作，确保改革在法治轨道上推进。 

 

十、加强窗口建设，做好人员、设施、经费保障 

坚持内强素质与外提能力相结合，以内挖潜力、充分利用原有设施为重点，做好人员、

设施、经费保障工作。“多证合一”改革后，基层登记窗口压力将进一步增大。各地区要

通过合理调整、优化机构和人员配置，配足配强窗口人员队伍，确有必要时可以采用政府

购买服务等方式，提高窗口服务能力。要加强窗口工作人员培训，提高业务素质。要优化

支出结构，加强窗口软硬件设施配备，做好信息化保障。 

 

十一、加强督查考核，完善激励机制 

坚持鼓励先进与鞭策落后相结合，充分调动干事创业积极性、主动性。各地区要通过

制定任务清单、将落实情况纳入政府工作考核内容等方式，把“多证合一”改革摆进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考虑，加强督查，形成有效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要对接国际营商

环境指标，加强对本地区营商环境便利化的评估和排名工作，建立开办企业时间统计通报

制度，研究建立新生市场主体统计调查、监测分析制度。相关部门要组织联合督导，对改

革进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国务院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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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5月 5日 

【来源：中国政府网】 

 

总局关于贯彻实施《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令第 16号）（以下简称《办法》）已于

2015 年 10月 1日实施。制度实施以来，各地积极转变观念，加强制度宣传，深入贯彻总

局改革思路和措施，多措并举推动食品生产许可改革工作落实，有效保证了食品生产许可

改革工作顺利过渡。但由于此次制度修订变革事项较多，各地在实施过程中有政策把握不

准、工作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为强化食品生产许可工作指导，统一工作规范，现就贯彻实

施《办法》有关事项重申和明确如下： 

 

一、许可审批有关问题 

（一）关于产业政策的执行。食品生产许可申请人应当遵守国家产业政策，执行《国

务院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国发〔2005〕40号）、《国务

院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55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有关规定以及质检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工作中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质检监联〔2006〕632 号）。各省在产

业政策执行方面存在争议的，报省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 

（二）关于出口加工区内食品生产企业及仅以出口为目的食品生产企业取证问题。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出口加工区加工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商务部 2005年

第 27号令）有关规定，出口加工区内食品生产企业无需申请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 

出口加工区外的食品生产企业仅以出口为目的，无需申请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如果食品

生产企业所生产的食品在国内销售，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 

（三）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能否作为食品生产许可申请主体问题。根据《农民

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8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可以经登记机关依法

登记，领取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取得法人资格。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可以

作为食品生产许可申请主体，以营业执照载明的主体名称作为申请人的名称。 

 

二、许可审查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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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外设仓库的监管问题。对于外设仓库的监管，食品生产者所在地行政许可

机关做出准予许可的决定后，应将外设仓库相关审查材料通报食品生产者外设仓库所在地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由其纳入日常监督检查范围，强化日常监督管理。食品药品监管

部门应将用于贮存即将入厂查验的食品生产原辅材料外设仓库和用于贮存出厂检验成品的

第一道外设仓库作为监督检查重点。 

（五）关于许可分类目录有关问题。原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未明确的食品品种且《食

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中食品明细未包含的食品品种，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以根据产品的

产品属性、工艺特点、生产要求等，按照相类似产品审查细则及相关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审

查方案，组织进行审查。 

 

三、证书管理及证后监管有关问题 

（六）关于生产许可证书上是否载明执行标准问题。各地在实施食品生产许可工作中，

应当采集食品生产者执行标准有关信息，并纳入许可管理系统和许可档案中妥善保存，以

便日常监督管理中予以对照检查，但在其许可证书上无需载明标准信息。 

（七）关于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从事食品生产活动有关问题。食品生产许可证超过有

效期限、被撤回、被吊销或者被撤销的，食品生产者应当依法办理食品生产许可注销手续；

未办理注销手续继续开展食品生产活动的，视为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从事食品生产违法行

为。 

（八）关于逾期未提出延续申请的许可。《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

食品生产者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食品生产许可有效期的，应当在该食品生产许可有效期届

满 30个工作日前，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食品生产许可有效期届满

前不足 30日提出申请的，按重新申办食品生产许可受理，有效期届满前无法做出许可决定

的，企业应当在许可有效期届满后停止生产，待许可机关做出准予许可决定后方可恢复生

产。重新办理的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可沿用原许可证编号。食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

再提出申请，视为重新申办食品生产许可。 

（九）关于“QS”及“XK”编号证书更换“SC”编号证书有关问题。食品生产者在

2015 年 10月 1日后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书编号仍为“QS”及“XK”编号证书的，各地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督促企业在 2018年 10月 1日前将所持证书更换为“SC”编号证书。

2018 年 10月 1日起，食品生产者生产的食品不得再使用原包装、标签和“QS”标志。 

（十）关于食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问题。食品生产者持有多张旧版食品生产许可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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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企一证”的原则，换发新版食品生产许可证时，如果不是同时换发，后换证的食

品类别应当按照变更进行申请，发证日期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做出变更许可决定的日期，

有效期与首次发放的“SC”编号证书一致。 

（十一）关于企业长期停产恢复生产报告有关问题。获证食品生产者因季节性或其他

原因停产半年以上的，恢复生产时应当向负责实施日常监管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报告，由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开展一次日常监督检查。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7年 6月 7日 

【来源：国家食药监总局】 

 

总局关于规范食品快速检测方法使用管理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为规范食品快速检测（以下简称“食品快检”）方法使用管理，合理发挥食品快检在

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作用，提出以下意见： 

 

一、食品快检是指利用快速检测设施设备（包括快检车、室、仪、箱等），按照食品药

品监管总局或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规定的快检方法，对食品（含食用农产品）进行某种特

定物质或指标的快速定性检测的行为。 

 

二、食品快检主要适用于需要短时间内显示结果的禁限用农兽药、在饲料及动物饮用

水中的禁用药物、非法添加物质、生物毒素等的定性检测，检测主要针对食用农产品、散

装食品、餐饮食品、现场制售食品，对于预包装食品原则上以常规实验室检验为主。 

 

三、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日常监管、专项整治、活动保障等的现场检查工作中，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使用快检方法进行抽查检测。监管人员应当严格按照快检方法使用要求规范

操作，详细记录检测食品品种和名称、数量、检测项目、检测日期、检测方法、检测人员

姓名、检测结果以及所使用的快检产品生产企业、产品型号批号等信息。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和监管人员对所检食品的快检项目结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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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场快检结果呈阳性的，被抽查食用农产品经营者应暂停销售相关产品，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应当及时跟进监督检查和抽样检验，防控风险。被抽查食用农产品经营者对快

检结果无异议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依法处置；对快检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或

应当收到检测结果时起四小时内申请复检。复检不得采用快检方法。 

 

五、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按照食品药品

监管总局制定发布的《食品快速检测方法评价技术规范》和相应快检方法等要求，通过盲

样测试、平行送实验室检验等方式对正在使用和拟采购的快检产品进行评价。评价结果显

示不符合国家相应要求的，要立即停止使用或者不得采购。 

 

六、食品快检不能替代食品检验机构利用常规实验室仪器设备开展的食品检验活动，

不能用于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部署的食品抽样检验。 

 

七、省（区、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以根据食品安全监管需要，组织专业技术机构

对不属于国家规定的食品快检方法开展评价，评价结果符合有关要求的，可用于所在省（区、

市）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初步筛查。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7年 6月 2日 

【来源：国家食药监总局】 

 

 

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督抽检不合格食品风险防控和核查处置工作的通知 

(食药监食监三〔2017〕4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食品召回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现就进一步加强监督抽检不合格食品风险防控和核查处置工作通知如下： 

 

一、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食品安全风险防控 

食品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强化食品安全风险防

控意识、履行法定义务，收到监督抽检不合格检验结论后，立即采取封存库存问题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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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生产、销售和使用问题食品，召回问题食品等措施控制食品安全风险，排查问题发生

的原因并进行整改，并在收到不合格检验结论后及时向住所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书面报告

对不合格食品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和相关处理情况。对未按要求履行上述义务的，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应当责令其履行。食品生产经营者拒绝履行或者拖延履行的，由食品药品监管

部门依法严肃处理。 

 

二、规范工作程序，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工作 

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进一步规范核查处置工作程序，督促企业做好风险防控，将

产品控制到位、问题原因排查到位、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并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罚到位 

（一）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收到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不合格检验结论后，应当在 5日内送

达被抽检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和标称的食品生产者，启动核查处置工作。监督抽检结论表明

可能对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在 24小时内将检验结论

送达，启动核查处置工作，并依法从严查处。 

（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送达监督抽检不合格检验结论后，应当监督食品生产经营者

依法采取封存库存不合格食品，暂停生产、销售和使用不合格食品，召回不合格食品等措

施，控制食品安全风险。 

（三）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监督不合格食品生产经营者开展问题原因的分析排查，

限定期限完成整改，在规定期限内提交整改报告，同时应当加强对不合格食品同种食品的

跟踪抽样检验工作。 

（四）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对不合格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立

案，依法实施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五）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一般应在收到监督抽检不合格检验结论后立即立案，自立案

之日起 3个月内完成核查处置工作（复检和真实性异议时间不计算在内）。核查处置相关情

况记入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信用档案。 

 

三、加大信息公开，积极发挥公众监督作用 

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依法公开不合格产品的核查处置情况，鼓励公众监督，引导

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共治，对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形成威慑，充分发挥监督抽检工作的效力 

（一）各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总局食品不合格情况通告发布后 5 个工作日内，向

社会公开企业主动采取的或责令企业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公开内容至少包含抽检基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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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启动核查处置情况，企业主动或责令企业开展的下架、封存、召回等措施等信息（参

考样式见附件 1）。 

（二）各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在总局食品不合格情况通告发布后 3个月内，向社

会公开核查处置结果。公开内容至少包含抽检基本情况、原因排查情况、企业整改情况、

行政处罚情况等信息（参考样式见附件 2）。 

（三）各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通过其网站“食品抽检”或“核查处置”专栏发布不

合格食品风险控制措施及核查处置结果，并按总局食品不合格情况通告要求的时限上报相

关情况。各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上报核查处置情况时，应在报告后附相关行政处罚决定

书和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合法性审查意见。 

（四）地方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的核查处置信息，由负责核查处置的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向社会发布。 

 

四、强化监督考核，抓好工作落实 

（一）各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指定专人负责监督抽检不合格食品风险防控和核查

处置信息公开工作，并填写《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信息公开工作联系表》

（附件 3），于 2017年 5 月 22日前报总局食监三司。 

（二）对总局统一组织的抽检监测，地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收到生产经营者的风险防

控措施报告后 4日内，书面上报至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不合格食品风险防控、不合格

原因分析排查、问题整改和行政处罚等情况于总局发布不合格食品通告 3 个月内逐级报告

至总局。 

（三）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高度重视抽检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工作，将核查处

置工作抓紧抓实。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完成率和信息公开率将作为总局对各省级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食品安全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总局本级监督抽检不合格食品风险防控措施发布

率、总局本级监督抽检核查处置完成率、中央转移地方监督抽检核查处置完成率将列为考

核指标。各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以参考总局考核指标，在行政区域内对下级食品药品

监管工作开展相应考核。 

附件 1.XX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不合格食品风险控制情况的通告（参考样

式）.docx 

附件 2.XX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参考样

式）.docx 

http://www.sda.gov.cn/directory/web/WS01/images/uL28jEuWFjKs8a30qnGt7zgtr253MDtvta52NPasru6z7jxyrPGt7fnz9W2NbGx+m9rXEzai45qOoss6vNH5yr2jqS5kb2N4.docx
http://www.sda.gov.cn/directory/web/WS01/images/uL28jEuWFjKs8a30qnGt7zgtr253MDtvta52NPasru6z7jxyrPGt7fnz9W2NbGx+m9rXEzai45qOoss6vNH5yr2jqS5kb2N4.docx
http://www.sda.gov.cn/directory/web/WS01/images/uL28jIuWFjKs8a30qnGt7zgtr253MDtvta52NPasru6z7jxyrPGt7rLsum0ptbDx+m9rXEzai45qOoss6vNH5yr2jqS5kb2N4.docx
http://www.sda.gov.cn/directory/web/WS01/images/uL28jIuWFjKs8a30qnGt7zgtr253MDtvta52NPasru6z7jxyrPGt7rLsum0ptbDx+m9rXEzai45qOoss6vNH5yr2jqS5kb2N4.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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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信息公开工作联系表.docx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7 年 5月 12日 

【来源：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总局关于发布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若干规定的公告 

（2017 年第 39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

设的意见》（国办发〔2015〕95号）和《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推动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

完善追溯体系的意见》（食药监科〔2016〕122号）等规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研

究制定了《关于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若干规定》，现予发布。 

特此公告。 

附件：关于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若干规定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7 年 3月 28日 

附件 

关于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若干规定 

一、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及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指导和监

督。所指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包括食品生产企业，食品、食用农产品销售企业，餐饮企业，

食品、食用农产品运输、贮存企业等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依法监管的企业。本规定不包

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确定的特殊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不适用食品、食用农产

品销售企业销售自制食品；不适用餐饮企业销售非预包装食品。不适用的食品生产经营主

体和行为，可参照本规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二、工作目标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通过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客观、有效、真实地记录和保存食品

质量安全信息，实现食品质量安全顺向可追踪、逆向可溯源、风险可管控，发生质量安全

问题时产品可召回、原因可查清、责任可追究，切实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保障食品质

量安全。 

http://www.sda.gov.cn/directory/web/WS01/images/uL28jMuyrPGt7CyyKu84La9s+m87LK7us+48cqzxre6y7LptKbWw9DFz6K5q7+quaTX98Gqz7Wx7S5kb2N4.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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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原则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以及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指导和监督，应当遵

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是企业建立。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是第一责任人，应当作为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的

责任主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等规定，结合企业实际，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履行追溯责任。 

二是部门指导。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与标准等规定，指导和监督食

品生产经营企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三是分类实施。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数量多、工艺差别大、规模水平参差不齐，既要坚

持基本原则，也要注重结合食品行业发展实际，分类实施，逐步推进，讲究实效，防止“一

刀切”。 

四是统筹协调。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在地方政府统一领导下，各相关部门做好统筹、

协调、推进工作。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注重同农业、出入境检验检疫等部门沟通协调，促

使食品、食用农产品追溯体系有效衔接。 

 

四、追溯信息内容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核心和基础，是记录全程质量安全信息。 

（一）生产企业应当记录的基本信息 

1.产品信息。企业应当记录生产的食品相关信息，包括产品名称、执行标准及标准内

容、配料、生产工艺、标签标识等。情况发生变化时，记录变化的时间和内容等信息。应

当将使用的食品标签实物同时存档。 

2.原辅材料信息。企业应当建立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包装材料等食品相关产

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原辅材料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保质

期、进货日期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负责人姓名、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企

业根据实际情况，原则上确保记录内容上溯原辅材料前一直接来源和产品后续直接接收者，

鼓励最大限度将追溯链条向上游原辅材料供应及下游产品销售环节延伸。 

3.生产信息。企业应当记录生产过程质量安全控制信息。主要包括：一是原辅材料入

库、贮存、出库、生产使用等相关信息；二是生产过程相关信息（包括工艺参数、环境监

测等）；三是成品入库、贮存、出库、销售等相关信息；四是生产过程检验相关信息，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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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产品的检验批号、检验日期、检验方法、检验结果及检验人员等内容，包括原始检验数

据并保存检验报告；五是出厂产品相关信息，包括出厂产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

期、生产批号、检验合格单、销售日期、联系方式等内容。 

企业要根据不同类别食品的原辅材料、生产工艺和产品特点等，确定需要记录的具体

信息内容，作为企业生产过程控制规范，并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执行。企业对相关内容调整

时，应记录调整的相关情况。 

原辅材料、半成品和成品贮存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等规定，需冷藏、冷冻或

其他特殊条件贮存的，还应当记录贮存的相关信息。 

4.销售信息。企业应当建立食品出厂检验记录制度，查验出厂食品的检验合格证和安

全状况，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保质期、检验合格证

号、销售日期及购货者名称、地址、负责人姓名、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 

5.设备信息。企业应当记录与食品生产过程相关设备的材质、采购、设计、安装、使

用、监测、控制、清洗、消毒及维护等信息，并与相应的生产过程信息关联，保证设备使

用情况明晰，符合相关规定。 

6.设施信息。企业应当记录与食品生产过程相关的设施信息，包括原辅材料贮存车间、

预处理车间（根据工艺有无单设或不设）、生产车间、包装车间（根据工艺有无单设或不设）、

成品库、检验室、供水、排水、清洁消毒、废弃物存放、通风、照明、仓储、温控等设施

基本信息，相关的管理、使用、维修及变化等信息，并与相应的生产过程信息关联，保证

设施使用情况明晰，符合相关规定。 

7.人员信息。企业应当记录与食品生产过程相关人员的培训、资质、上岗、编组、在

班、健康等情况信息，并与相应的生产过程履职信息关联，符合相关规定。明确人员各自

职责，包括质量安全管理、原辅材料采购、技术工艺、生产操作、检验、贮存等不同岗位、

不同环节，切实将职责落实到具体岗位的具体人员，记录履职情况。根据不同类别食品生

产企业特点，确定关键岗位，重点记录负责人的相关信息。 

8.召回信息。企业应当建立召回记录管理制度，如实记录发生召回的食品名称、批次、

规格、数量、来源、发生召回原因、召回情况、后续整改方案、控制风险和危害等内容，

并保存相关凭证 

9.销毁信息。企业应当建立召回食品处理工作机制，记录对召回食品进行无害化处理、

销毁的时间、地点、人员、处理方式等信息，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实施现场监督的，还应当

记录相关监管人员基本信息，并保存相关凭证。企业可依法采取补救措施、继续销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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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记录采取补救措施的时间、地点、人员、处理方式等信息，并保存相关凭证。 

10.投诉信息。企业应当建立客户投诉处理机制，对客户提出的书面或口头意见、投诉，

如实记录相关食品安全、处置情况等信息，并保存相关凭证。 

（二）销售企业应当记录的基本信息 

1.进货信息。企业应当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

合格证或其他合格证明，如实记录食品的产地、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

保质期、进货日期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负责人姓名、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 

实行统一配送经营方式的食品经营企业，可由企业总部统一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

品合格证明文件，记录进货查验信息。 

食用农产品销售企业应当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在包装、保鲜、贮存、

运输中使用的保鲜剂、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和包装材料等食品相关产品应当符合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如实记录食用农产品的产地、名称、数量、进货日期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负

责人姓名、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 

2.贮存信息。企业应当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规定贮存食品，定期检查库存食品，及时

清理变质或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如实记录贮存的相关信息，并保存相关凭证。 

食品贮存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等规定，需冷藏、冷冻或其他特殊条件贮存的，

还应当记录贮存过程的相关信息。 

食品经营者贮存散装食品，应当在贮存位置标明食品的产地、名称、生产日期或生产

批号、保质期、生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等内容。 

3.销售信息。从事食品批发的食品、食用农产品经营企业应当建立食品销售记录制度，

如实记录批发食品的产地、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保质期、销售日期

及购货者名称、地址、负责人姓名、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 

食品经营企业销售散装食品，应当在散装食品的容器或外包装标明食品的产地、名称、

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保质期及散装食品生产经营者名称、地址、负责人姓名、联系方式

等内容。散装食品来自不同的预包装食品混合而成，应当记录混合品种及比例等情况。 

（三）餐饮企业应当记录的基本信息 

1.进货信息。企业应当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

合格证或其他合格证明，制定并实施原料控制要求，如实记录原料的产地、名称、规格、

数量、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负责人姓名、联系

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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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统一配送经营方式的食品经营企业，可由企业总部统一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

品合格证明文件，记录进货查验信息。 

2.贮存信息。企业应当按规定维护食品加工、贮存、陈列等设施、设备，清洗、校验

保温设施及冷藏、冷冻设施，并记录相关信息。 

（四）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记录的运输、贮存、交接环节等基本信息 

1.运输信息。包括由食品生产企业，食品、食用农产品经营企业，餐饮企业，相关的

运输企业，或其他负责食品、食用农产品运输企业的运输行为。企业应当建立运输记录管

理制度，记录运输相关信息，包括运输产品的产地、名称、数量、批次、交通工具、运输

时间、运输人员及负责人姓名、联系方式、双方交接情况等保障食品安全的运输信息，并

保存相关凭证。 

食品、食用农产品的运输过程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等规定。需冷藏、冷冻

或其他特殊条件运输的，还应当记录运输过程的相关信息。 

2.贮存信息。包括由食品生产企业异地贮存采购的原辅材料和成品，食品、食用农产

品经营企业异地贮存采购的产品，餐饮企业异地贮存采购的产品，相关的贮存企业，或其

他负责食品、食用农产品贮存企业的贮存行为。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建立食品贮存记录

管理制度，记录贮存的相关信息，包括贮存产品的产地、名称、数量、批次、入库、出库、

仓库管理、双方交接人员姓名、联系方式等保障食品安全贮存要求信息，并保存相关凭证。 

食品、食用农产品的贮存过程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等规定。需冷藏、冷冻

或其他特殊条件贮存的，还应当记录贮存的相关信息。 

3.交接信息。交接环节是指食品、食用农产品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之间的交付接收过

程。应当保证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建立的食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与食用农产品生产者，即

种植养殖环节食用农产品追溯体系有效衔接，并保存相关凭证。 

交接环节食品、食用农产品的一进一出，即不论物权归属，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均需记

录一进一出交接信息。应当在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出厂检验记录制度等要求记录的信息基

础上，记录交接的时间、地点、人员、运输方式、运输工具等信息，保证食品、食用农产

品在不同主体间流转有序，确保食品安全，并保存相关凭证。 

4.其他应当记录的基本信息。食品、食用农产品销售企业，餐饮企业，食品、食用农

产品运输、贮存企业应当记录的设备、设施、人员、召回、销毁、投诉等信息，参照前述

生产企业的相关信息内容，如实记录、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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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息记录、保存和衔接 

企业食品安全信息记录与保存，是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有效运行的基础，信息链条的衔

接是根本保障。 

（一）信息记录。一是有效。记录的信息应当全面反映食品生产经营全过程质量安全

控制实际情况。企业应当根据保障食品安全的需要、生产经营的特点和信息采集记录技术

的发展水平，科学设定信息的采集点、采集数据、采集频率、采集方法、建立追溯平台形

式等要求。防止发生问题后，应当记录的信息没有记录、记录的信息无法使用或记录的频

率过低等，导致无法查清问题原因的现象。信息应当形成闭环，前后衔接，环环相扣。二

是真实。企业应当真实记录采集的信息。能够实时采集的信息，应当实时采集、自动记录。

手工记录的信息，要核查记录人员是否如实记录。纸质信息，要保存原始记录；电子信息，

要保存初次采集数据。手工记录的信息，后期录入计算机的，要核查信息录入是否真实。

所有信息记录应由记录和审核人员复核签名，确保信息记录内容完整。 

（二）信息保存。一是不能灭失。采用纸质记录存储的，要明确保管方式；采用电子

信息手段存储的，要有备份系统。无论采取何种保存形式，都要明确保管人员职责，防止

发生信息部分或全部损毁、灭失等问题。信息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

6 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 年。二是不能修改。建立追溯体系所采

集的信息，应当从技术上、规范上、制度上保证不能修改。确因特殊情况需要修改的，必

须保存修改前的原始信息，并注明修改原因。 

（三）信息衔接。一是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指导、监督追溯关联企业之间的追溯信

息有效衔接。食品生产企业的采购和销售信息，食品、食用农产品销售企业的采购和销售

信息，餐饮企业的采购信息，及其相关的贮存、运输等信息，要保证有效衔接。二是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要积极协调与农业部门逐步构建贯通食用农产品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的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并通过监督食品生产企业、食用农产品经营企业、餐饮企业落实进货

查验制度，实现与农业部门建立食用农产品安全追溯体系的有效衔接。三是食品药品监管

部门要积极协调与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逐步构建贯通进出口食品和食用农产品生产、流通、

消费全过程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实现与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建立进口食品和食用农产品

安全追溯体系的有效衔接。 

 

六、企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基本要求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负责建立、实施和完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保障追溯体系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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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严谨，可追可溯。企业应当建立食品安全追溯制度规范，适用和涵盖企业

组织实施追溯的人员，生产经营各个环节实施追溯的记录，追溯方式及相关硬件、软件运

用，追溯体系实施等要求。记录可采用纸质或电子信息手段记录，鼓励企业采用信息化手

段记录和保存信息。 

（二）统筹推进，积极实施。企业应当按照建立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严格组织实施。

出现产品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等规定，或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等情况，要依托追溯

体系，及时查清流向，召回产品，排查原因，迅速整改。涉及相关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

应当按规定及时通报。 

（三）不断完善，逐步提高。企业在追溯体系实施过程中，应及时分析问题、查找原

因，特别是对发生食品安全问题或发现制度存在不适用、有缺环、难追溯的情况，要及时

采取措施，调整完善。企业的组织机构、设备设施、生产经营方式、管理制度及相关人员

等发生变化，应当及时调整追溯体系的相应要求，确保追溯体系运行的连续性。 

 

七、监管部门指导和监督 

地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指导和监督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落实

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一）明确责任。地方政府应当依法履行领导责任，组织、协调、推动食品生产经营

企业建立追溯体系工作。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依法履行监管责任，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应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规定和本规定，结合行政区域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实际，制

定具体措施，明确各级责任。切实建立与农业、出入境检验检疫等部门沟通协调工作机制，

确保不同的追溯责任主体之间有效衔接。探索建立指导与监督企业建立追溯体系的追溯工

作信息化平台，掌握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基本情况及建立追溯体系运行情况，并通过预警管

理、远程监督、指挥联动、现场检查等协调机制，促进企业不断完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履行追溯责任。 

（二）先行试点。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结合不同品种食品、食用农产品的生产经

营特点，具体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及追溯依托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不同追溯方式导致生

产经营成本增减等多方因素，做好试点工作。可本着先主后次、先简后难原则，在一类或

几类食品，特别是高风险食品中选择代表性企业先行试点，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探

索途径、总结经验。地市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重点做好推广试点经验工作，县级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应当重点做好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日常指导、完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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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工作。防止急功近利，追求形式、走过场等行为，切实做到分类实施，稳步推进，逐

步覆盖所有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争取“十三五”末，基本实现大米、小麦粉、婴幼儿配方

乳粉、食用植物油、白酒等重点食品安全可追溯。 

（三）督促落实。地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建立食品安全追

溯体系情况监督检查，对于没有建立追溯体系、追溯体系不能有效运行，特别是出现不真

实信息或信息损毁、灭失的，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严肃处理。不断探索根据监管工

作需要调用企业追溯信息的方式方法，提高监管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严防区域性、系

统性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发生。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适时分析总结食品质量安全追

溯体系实施情况，报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八、引导社会力量共同推进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信息记录纷繁复杂，追溯

环节链条长，专业技术性强，相互衔接难度大，需要社会各方切实共同努力，共同推进。 

（一）切实发挥行业协会规范引导作用。鼓励和支持行业协会组织、推动企业开展食

品安全追溯体系试点工作，探索、制定行业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指导规范，搭建合法、

权威、公正的第三方行业追溯实施情况咨询平台。相关行业协会应当加强与食品药品监管

部门联系，及时沟通、交流和解决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二）切实发挥技术机构技术支撑作用。鼓励和支持科研院所、检验检测机构、追溯

防伪技术专业性组织等技术机构跟踪食品行业技术发展，研究不同类型食品生产经营企业

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技术要求，探索实现不同的追溯技术手段，促进食品安全追溯体

系不断完善、提高技术层次与科学运行水平。 

（三）切实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坚持社会共治，对未按规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

企业，鼓励公众通过正常渠道进行社会监督，促进企业不断完善内部质量管理体系，对消

费者负责，对社会负责。 

通过大力推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逐步实现“从农田到餐桌”

全过程追溯，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提升食品安全整体水平，保障我国食品行业规范、

持续、健康发展。 

【来源：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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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动态】 

广西：食品小作坊禁止生产罐头制品等 13类食品 

《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1日起正式实施，规定食

品小作坊禁止生产包括乳制品、罐头制品、糖果制品（果冻）、肉制品、粮食加工品（米粉，

乡镇以上食品小作坊禁止生产）等 13类食品。 

目前，广西共有食品小作坊约 2.1万家、小餐饮超过 3.5万家、食品摊贩数量难以统

计。因其数量多、规模小等，“三小”食品一直是监管难点。即将实施的管理条例，使广

西“三小”食品管理从此有法可依，对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实施登记管理制度，对食品摊

贩实行备案管理。 

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唐春桂介绍，新出台条例的一大亮点就是

便民，备案和登记所需的材料和程序都比较简单，门槛低，但若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仍将

面临严重的处罚。 

据介绍，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生产经营的食

品，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抽样检验，并依据有关规定公布检验结果。对违法行为追究并

处以限期改正、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处罚；由于严重违法行为被吊销登记证的经营者、

从业人员，两年内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因食品安全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终身

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来源：新华网】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3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7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7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52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61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63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64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50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11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2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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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解读】 

《“十三五”食品科技创新专项规划》解读 

为推动我国食品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发展，近日，科技部发布了《“十三五”食品科技创

新专项规划》（国科发农[2017]143 号，以下简称《专项规划》）。为了更好地贯彻和执行，

科技部农村司对《专项规划》的有关内容进行了解读。 

 

一、关于《专项规划》编制的背景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食品产业科技创新发展，按照国家“十三五”科

技创新专项规划的总体部署和要求（国科办创[2015]43 号文），科技部联合有关部门组织

编制了《“十三五”食品科技创新专项规划》。《专项规划》是国家“十三五”22个科技创

新专项规划任务之一，建立了科技部、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部、卫生计生委、

国资委、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中科院、粮食局和供销合作总社等 11个部门组成

的联合编制工作机制，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工作组、战略咨询组和起草小组。在《“十三

五”食品科技创新专项规划》编制过程中，科技部多次组织召开座谈会，充分征求各有关

部门（单位）和专家的意见。 

 

二、关于《专项规划》编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专项规划》的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

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本着“立足新常态、谋划新发展、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食

品产业持续发展的宗旨，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以保障食品安全和改善公众营养健康水平

为目标，充分把握“十三五”期间食品产业新常态，着重体现创新是引领食品行业发展的

第一动力。 

《专项规划》的基本原则：坚持问题导向，针对食品产业发展面临的重大科技问题，

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强化企业创新，发挥企业技术创新

与研发资金投入的主体作用，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引领产业发展，依靠科技创新引领

现代食品产业技术转型升级，增强我国食品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确保食品

安全，依靠科技创新推动食品全产业链安全监控技术能力的快速提升，为形成严密高效的

食品安全治理体系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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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专项规划》的发展目标 

到 2020 年，我国食品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支撑能力显著提高，食品生物工程、

食品绿色制造、食品安全保障等领域科技水平进入世界前列，取得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重大成果，科技对食品产业发展的贡献率超过 60%。依靠科技进步，实现规模以上食品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15 万亿元，预期年均增长 7%左右，工业食品的消费比重全面提升，

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家竞争力的知名品牌、跨国公司和产业集群，推动食品产业从注重数

量增长向提质增效全面转变。 

 

四、关于《专项规划》的发展重点 

《专项规划》针对我国食品科技创新发展所面临的新挑战和新需求，全面统筹规划，

整体部署实施。重点发展食品高新技术产业，提升食品产业竞争力；优化食品科技创新平

台布局，培养食品科技人才，提升食品科技创新能力；推进食品产业科技发展，构筑食品

科技创新先发优势；加强全链条过程控制，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全面提升国际合作交

流水平，增强自主研发能力与国际竞争力；强化技术成果转化服务，实现科研成果产业化。 

在发展食品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一是要加快食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进科技和产业

深度融合；二是要推进食品绿色制造，优化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三是要增强食品科技创

新，培育食品新业态和新兴产业；四是要强化食品品牌建设，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在推进食品产业科技发展方面，围绕食品产业发展新趋势和新需求，按应用基础研究、

核心技术与装备创制、典型应用示范系统化、全链条布局，一体化实施的总体思路，凝练

和聚焦了具有紧迫性和全局性的重大需求，充分考虑了与“十二五”的有效延续和持续支

持，体现了具有前沿性、前瞻性、战略性和可操作性。着重体现了均衡营养、方便特色、

高效智能、绿色低碳和创新设计五大具体目标，重点在加工制造、机械装备、食品安全、

冷链物流、营养健康和颠覆性技术等主要领域，凝练具体项目和任务。 

在增强食品安全保障能力方面，明确提出了一是要深化基础研究，强化源头治理；二

是要加强风险评估，完善技术标准；三是要创新检测手段，推动智能监管；四是要突出过

程控制，支撑产业发展；五是要强化科技示范，推进社会共治。 

在提高国际合作交流水平方面，紧密结合国家“一带一路”和“食品安全”战略，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增强“走出去”能力，提高“引进来”水平，建设食品科技创新的

国际合作共同体，拓展与相关国际组织的技术合作途径，支持我国食品企业在国外设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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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研发中心、产业技术发展基地和国际食品产业创业基地。 

在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方面，积极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成果转化法》，构建产

品开发与中试孵化、技术转移转化、技术发布与交易平台，推动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产

学研用的紧密结合，强化科技成果转化队伍建设，加速食品科技成果产出与转化。充分发

挥科研单位的服务优势，深入挖掘科研创新潜力，推动成果的产业化。 

 

五、关于《专项规划》的政策保障 

为进一步完善推进管理机制，保障重点任务顺利实施，《专项规划》结合食品科技创新

特点，全面确立了“十三五”期间食品科技创新发展方向，明确提出了配套的体制机制和

组织管理等政策保障措施。具体有以下政策措施： 

一是要完善组织管理制度，落实科技创新政策。通过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强化顶

层设计，打破条块分割，统筹科技资源；二是要强化责任主体作用，建立多元投入机制。

充分发挥政府在政策制定、环境营造方面的引导作用，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

链完善资金链；三是要构建动态管理模式，强化创新规划实施。建立规划实施监测评估与

调整机制，对规划任务部署、实施进度和措施落实等情况进行监测评估，及时掌握规划实

施情况。 

【来源：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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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动态】 

海湾联合国发布太平洋鲑鱼罐头技术法规草案 

2017年 4月 6日，阿曼、卡特尔等海湾联合委员会国家发布 G/TBT/N/ARE/359、

G/TBT/N/BHR/473、G/TBT/N/KWT/355、G/TBT/N/OMN/298、G/TBT/N/QAT/471、

G/TBT/N/SAU/976、G/TBT/N/YEM/75 通报，发布了太平洋鲑鱼罐头的技术法规草案。该阿

曼/海湾技术法规草案主要涉及太平洋鲑鱼罐头应该满足的特性和要求，（第 3、4、5、8、

9 条）定义、包装形式、要求、包装物、储存和运输以及标签为强制性内容，其他为自愿。

评议期至：2017 年 5月 5 日。详见：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FE_Search/ExportFile.aspx?id=235524&file

name=q/G/TBTN17/ARE359.pdf 

【来源：世贸组织】 

 

美国更新《国外供应商确认项目法规》 

2017年 5月 11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更新了《国外供应商确认项目法规》

中填写表格和指南在内的要求。 

法规将于 5月 30日生效。符合下列条件企业需要按照要求实施该法规：《食品安全现

代化法》预防控制措施或农产品法规未涵盖企业；《食品预防控制措施规定》要求企业，不

包括小型企业、符合豁免条件的相关企业等；《食品安全现代化法》中《动物用食品预防控

制措施规定》要求执行现行良好操作规范的企业，不包括小型企业或符合豁免条件的相关

企业。 

2017年 5月 30日起，进口商进口《国外供应商确认项目法规》涵盖企业的每批产品

必须提供专门的（食品安全性）确认文件，包括进口商名称、邮件信箱、单独企业识别号

（UFI）。 

【来源：美国食药监局】 

 

澳洲食品商标新规明年实施 

2017年 6月 16日，据《澳华财经在线》消息，澳大利亚发布新的国家原产地食品商

标法修订方案，要求食品企业重新设计产品包装。 

新商标法要求，自 2018 年 7月起，源自澳洲的产品原料所占比重必须在商品中有明确

标识。而部分小型生产商希望政府能免除对深度加工类饮食产品改换标识的规定。 

更多详情参见：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48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92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57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6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6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0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5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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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cbnewsonline.com.au/html/2017/australianews_0616/19139.html 

【来源：厦门 WTO 工作站】 

 

澳大利亚发布《进口食品管控法规评审报告》 

2017年 5月 11日澳大利亚农业和水资源部消息：《进口食品管控法规评审报告》正式

发布。澳大利亚政府为加强对进口食品安全管理，保障消费者健康，同时减轻澳大利亚政

府部门监管压力，拟修改进口食品的管理方式，主要内容有：加大进口商的食品安全责任；

加大进口商的食品安全溯源能力；改善对新食品安全风险及突发食品安全风险的监督管理；

改善食品安全事件应对能力。根据《立法法 2003》规定，澳大利亚 1990年至 1994年间制

定的相关法律将于 2018年 10月 1日自动废止。有关“进口食品管控法规”也属于即将废

止法规内容。基于《进口食品管控法规评审报告》内容，澳大利亚农业水利资源部将于 2017

年 8月出台“进口食品管控法规”过渡性文件，并征求评价建议。 

【来源：澳大利亚农业和水资源部】 

 

 

 

 

 

 

 

 

 

 

 

 

全国食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罐头分技术会委员通讯（2017年第 2期） 

本期信息编辑：郑淼、姬钰 

SAC/TC64/SC2 罐头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中路 24号院 6号楼 621室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邮政编码：100015 

联系人：张蔚、仇凯电话：010-53218326，53218288 

传真：010-53218325 电子信箱：cnscff@263.net 

内部资料注意保存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5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95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57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