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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制修订工作动态】 

罐头领域在研标准目录 

序号 项目编号 标准计划名称 备注 进展 

1.  2016-0841T-QB 高阻隔软包装罐藏食品技术规范 行标 送审 

2.  2016-0842T-QB 罐藏食品用复合塑料容器高阻隔性盖膜 行标 送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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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审 

4.  2017-0271T-QB 豆类罐头 行标 送审 

5.  2017B107 进口罐头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评审技术要求 行标 征求意见 

6.  
SPAQ-82-20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食品商业无

菌检验 
国标 征求意见 

7.  2018-0104T-QB 水果冻罐头 行标 起草 

8.  2018-0103T-QB 腐乳罐头 行标 起草 

9.  2018-W043-QB 腐乳罐头 外文版 行标 起草 

10.  2018-0083T-QB 肉类罐头中牛、羊、猪、鸡、鸭源性成分检测方法 行标 送审 

11.  2018-0084T-QB 鱼类罐头中金枪鱼品种鉴别方法 行标 送审 

12.  2018 罐头食品容器用易撕盖 行标 起草 

13.  2018 椰果纤维 行标 起草 

14.  20181007-T-469 食品容器用涂覆镀锡或镀铬薄钢板 国标 起草 

15.  20183045-T-469 罐头食品检验方法 国标 起草 

16.  20183047-T-469 食用菌罐头 国标 起草 

17.  2018 鲭鱼罐头 团标 报批 

18.  2018 罐头食品流通管理技术规范 团标 起草 

19.  
2018-2317T-QB 番茄制品中番茄红素、叶黄素、胡萝卜素含量的测

定-超高效液相色谱法 
行标 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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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CPZT00532017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QBCPZT19532017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QBCPZT19522017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QBCPZT19512017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QBCPZT19542017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QBCPZT251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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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罐头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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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集《番茄类罐头中番茄红素、叶黄素、胡萝卜素含量的测定-超高效液

相色谱法》行业标准起草单位的函 

 

【来源：罐头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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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头食品的检验方法》等三项标准起草工作启动会议在厦门召开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8 年下达的国家标准立项计划，《罐头食品的检验方法》

（计划号：20183045-T-469）和《食用菌罐头》（计划号：20183047-T-469）两项国家标准

被列入制修订任务，由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和

福建绿宝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分别牵头负责组织起草工作。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8 年第五

批行业标准项目计划，《番茄类罐头中番茄红素、叶黄素、胡萝卜素含量的测定-超高效液

相色谱法》（2018-2317T-QB）行业标准被列入制修订任务，由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罐头分技术委员会归口，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牵头负责组织起草工作。 

为了进一步做好上述三项标准的制修订工作，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在厦门组织召开标

准起草工作启动会议，此次会议由罐头分技术委员会主办，厦门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协

办。会议主要对三项标准的前期工作、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以及标准制修订思路进行了

介绍与讨论。 

 

 

【来源：罐头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 2018 年第三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罐头

食品金属容器用易撕盖、椰果纤维、腐乳罐头外文版等行业标准获得立项 

 

有关单位： 

   根据工业和通信业行业标准制修订工作的总体安排，我部编制完成了 2018 年第三批

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落实。具体要求如下： 

  一、标准起草单位要注意做好标准制定与技术创新、试验验证、知识产权处置、产业

化推进、应用推广的统筹协调。 

 二、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技术组织、有关行业协会（联合会）、集团公司（企业）

等主管单位要尽早安排，将文件及时转发至主要起草单位，并做好标准意见征求和技术审

查等工作，把好技术审查关。 

 三、部机关相关司局、地方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做好行业标准制修订、外文版研制过

程的管理工作，确保标准的质量和水平。 

 四、在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如需对标准项目进行调整，按有关规定办理。 

附件：2018 年第三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 

罐头分技术委员会负责的罐头领域共 2 项标准确定立项，其中与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

同步研制外文版 1 项，具体情况见下表： 

计划号 项目名称 
性

质 
制修 
订 

代替

标准 
完成 
年限 

技术委员会或 
技术归口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2018-1591T-QB 

罐头食品金

属容器用易

撕盖 

推

荐 
制定 / 2020 

全国食品工业

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罐头分技

术委员会 

广东满贯包装有限公司、中

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

限公司 

2018-1592T-QB 椰果纤维 
推

荐 
制定 / 2020 

全国食品工业

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罐头分技

术委员会 

福建泉州喜多多食品有限

公司、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

究院有限公司 

与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同步研制外文版 1 项： 

外文版计划号 

行

业

/
领

域 

标准

名称

（中

文） 

标准号/ 
计划号 

项目 
类别 

翻

译 
语

种 

完

成 
年

限 

标准化技术组

织/ 
归口单位 

项目承担单位 

2018-W043-QB 轻 腐乳 2018-0103T-QB 中文/外 英 2019 全国食品工业 中国食品发酵工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652858/n1652930/n3757016/c6324922/part/6324963.docx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QBCPZT15572018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QBCPZT155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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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罐头 文标准

同步研

制 

语 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罐头分技

术委员会 

业研究院有限公

司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2018 年 7 月 26 日     

【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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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委会工作动态】 

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罐头分技术委员会第四届第三次全体委员大会

在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召开

 

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罐头分技术委员会第四届第三次全体委员大会于

2019 年 4 月 9 日~10 日在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召开。参会人员主要

包括罐头标委会委员，秘书处成员，企业和消费者代表等，共计 49 人次参加会议，委员应

到 41 人，参加会议委员 28 人，委员代表 7 人，符合技术委员会管理程序，详情请见附件

1 参加标准审查会委员名单。 

会议由中国罐头工业协会理事长、罐头分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查长全、罐头分技术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元晓梅、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罐头分技术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杨晓明主持。 

查长全主任委员在致辞中回顾了近几年罐头领域行业情况及 2018 年罐头行业大事件。

她表示，2018 年罐头行业稳步发展，并遇到了来自国内外的调整，罐头协会发挥了核心组

织作用，带领行业积极应对。罐头领域标准化工作是行业稳步发展的重要保障，她对 2018

年度标委会秘书处及全体委员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未来标委会继续做好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工作，并努力根据产业发展需要拓展罐头领域的国际标准、团体标准化工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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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保驾护航。 

杨晓明副主任委员通报了国家标准委及工信部最新的标准化政策动态，国标委将要对

国家标准开展清理工作，保留基础通用类、与强标配套的、采标的和技术引领等标准，对

现有质量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工信部将缩减行业标准立项，行业标准未来工作重点领域包

括“十三五规划”中提到的、与绿色制造和智能制造有关的标准。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质量标准处张歆处长重点介绍了轻工业标准化现状，并传达了工信

部“优化存量，控制增量”“完成 500 项重点行业标准”的标准化任务。她对罐头领域开展的

标准化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希望标委会认真学习工信部及标准委标准化政策，以高质量发

展为目标，有重点的开展本领域标准化工作。 

秘书长仇凯对 2018 年标委会工作进行了总结汇报并提出了 2019 年工作思路，全体委

员对 2019 年工作计划、标准体系表、标准体系框架、2018 年度经费收支情况、复审表进

行了审查并一致通过，复审表见附件 2。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王晓龙高工介绍了 ISO/TC34/SC3 果蔬及其制品国际标准化

工作现状及企业参与国际标准重要意义，并介绍了罐头加工用水果国际标准化可行性分析。 

标委会委员及专家们共同对六项行业标准进行了审定，分别为《罐藏食品用复合塑料

容器高阻隔性盖膜》、《罐藏食品用高阻隔（EVOH）复合塑料容器通用技术规范》、《高阻

隔软包装罐藏食品技术规范》、《肉类罐头中牛、羊、猪、鸡、鸭源性成分检测方法 PCR

法》、《鱼类罐头中金枪鱼品种鉴别方法 PCR 法》、《豆类罐头》。其中《高阻隔软包装罐藏

食品技术规范》、《肉类罐头中牛、羊、猪、鸡、鸭源性成分检测方法 PCR 法》和《豆类

罐头》三项标准通过审定并形成了一致修改意见。委员、专家一致通过将此三项标准定为

国内先进水平。《罐藏食品用复合塑料容器高阻隔性盖膜》、《罐藏食品用高阻隔（EVOH）

复合塑料容器通用技术规范》和《鱼类罐头中金枪鱼品种鉴别方法 PCR 法》三项行业标准，

起草组根据审查意见修改后再函审。 

感谢各位委员、专家对罐头领域标准化工作的支持！ 

 
 

发布日期：2019 年 4 月 16 日 

【来源：罐头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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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头食品生产卫生规范标准宣贯会在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隆重召开 

近年来，随着我国罐头行业各项强制性标准的发布和实施，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产

企业也随着新标准的发布而逐步改善生产环境。为更好地贯彻我国罐头行业强制性标准的

实施，帮助罐头食品生产企业正确理解和掌握标准内涵、提升罐头食品的生产效率及产品

质量，提高我国罐头行业整体水平，罐头食品生产卫生规范标准宣贯会于 2019年 4月 10

日—11日在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召开。此次宣贯培训会由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罐头分技术委员会主办，中国罐头工业协会和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联合承办。 

本次标准宣贯会重点邀请了行业内多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主要起草人及业内具有丰

富实践经验的专家授课，并解答学员提出的有关疑难问题。培训会将对目前多项罐头食品

行业强制标准进行解读，并就企业如何申报和参与罐头行业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

团体标准的制、修行进行详细解说。 

 

 

 

【来源：中国罐头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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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启动会在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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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罐头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番茄罐头》等标准立项评审会和国际标准补助项目审查会在京召开 

 

相关单位，有关专家： 

为进一步做好 2019年第一批工业和通信业标准计划编制（含行业标准外文版计划项

目）和国际标准补助工作，4 月 23 日至 24 日在京召开工业和通信业标准立项评审会和国

际标准补助项目审查会。 

针对质量提升项目《食用油脂包装用金属容器》、普通项目《番茄罐头》以及《绿色设

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果蔬罐头》、《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水产罐头》两项绿色制造

项目进行了立项答辩。 

 

  【来源：罐头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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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关于印发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卫办食品函〔2018〕108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计生委（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农牧、

畜牧、兽医、农垦、渔业）厅（局）、市场监管局（食品药品监管局、质量监督局），国家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根据《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和《食品安全标准监测

评估“十三五”规划》要求，为推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有效开展，

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共同组织制定了《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

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2018 年 11 月 27 日  

 

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食品安全法》、《“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

估“十三五”规划》和国务院食安委会议要求，推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跟踪评价

工作（以下简称标准跟踪评价）有效开展，保障标准跟踪评价实施效果，制定以下工作方

案。  
  一、 工作目标与原则  
  围绕建立“最严谨的标准”，通过开展标准跟踪评价，了解标准执行情况，发现标准存

在的问题，为标准制定、修订工作和进一步完善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提供参考依据。  
  （一）将标准跟踪评价与保障公众身体健康、服务食品产业发展、服务食品安全监管

相结合，通过标准跟踪评价发现标准体系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与具体标准中存在的问题，

推动完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规范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  
  （二）在标准跟踪评价过程中加强食品安全标准培训与宣贯，坚持常规与重点相结合、

线上与线下相结合，主动为各方解疑释惑，提升标准指导、解答服务水平。通过会同相关

部门开展标准跟踪评价，建立和完善标准联合工作机制，不断提高标准工作的透明度与社

会参与水平。  
  二、 工作方式与内容  
  （一）依托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及意见反馈平台（http://bz.cfsa.net.cn:9001，以

下简称跟踪评价平台）广泛收集对每项标准的具体意见和建议。标准使用各方均可通过国

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网站上的跟踪评价平台反馈标准执行过程中的困难与问题，可针

对每个单项标准设定的技术指标、标准文本内容、标准实施效果等方面提出具体的修订意

见、建议及相关理由或依据。  
  （二）按照产品类别，通过量化评分，开展产品专项跟踪评价。以各类食品产品为对

象，采用量化评分的方式，开展专项评价，横向评价不同类别食品产品涉及的食品安全标

准的科学性、适用性和完整性等内容。主要包括标准适用范围是否合理，在通用标准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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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食品分类是否清晰，引用通用标准是否适当，涉及通用标准中各项安全指标要求是否

合理，标签要求是否合理，生产经营过程的卫生要求是否满足食品安全需要，产品所适用

的其他推荐性标准与食品安全标准是否存在交叉、矛盾，产品标准所引用的检验方法是否

可行等。食品产品专项评价问卷可以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网站在线填写。  
  （三）对拟修订的标准或重点标准，统一组织意见收集。对列入修订计划的标准、部

分涉及面广的重点标准或公众、行业关注的标准，以问题为导向，适时开展更加有指导性

和针对性的意见收集。通过标准管理部门、行业组织、监管部门组织统一培训、调研，对

常态化模式所收集的信息缺失或不充分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收集，深入客观评价标准的科

学性、合理性、可行性、执行成本等。  
  三、 组织实施  
  （一）强化顶层设计，统一部署有序开展工作。采取“顶层设计、分工协作”的方式开

展标准跟踪评价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承担标准跟

踪评价的组织管理，负责标准跟踪评价的顶层设计、部门协调和督促检查。国家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中心负责标准跟踪评价的组织实施，制定具体技术要求，开展技术培训和业务指

导，负责统一设计和维护跟踪评价平台及相关在线调查页面。  
  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会同省级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农垦、渔业）、市

场监管（食品药品监管、质量监督）等部门依法组织辖区内食品行业组织、生产经营者及

相关检验、科研、教学机构参与标准跟踪评价，采取培训会、座谈会、网上调查、实地调

查、专家咨询、专题研讨等方式听取各方意见建议，认真研究、合理评估各方意见建议。  
  （二）充分发挥各地产业组织优势，建立省级跟踪评价协作组长效机制。各省级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根据当地食品产业发展情况，组建省级标准跟踪评价协作组，侧重选择部分

类别食品产品，连续 3—5 年协同开展相应类别产品标准的专项跟踪评价，全面深入了解标

准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每个标准跟踪评价协作组由经验相对丰富的省份作为牵头单

位，负责组织协调本协作组年度任务分工和工作督促、落实，并牵头汇总分析专项跟踪评

价意见，形成报告。省级标准跟踪评价协作组任务分工详见附表。  
  （三）发挥基层力量，提升标准管理队伍业务能力。鼓励各省份充分发挥基层力量，

建立长效机制，组建专业队伍安排相应经费开展标准跟踪评价。结合工作任务细化本辖区

跟踪评价工作方案，合理分解跟踪评价工作任务，带动基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参与跟踪评

价工作。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通过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规范地方标准制定，可以

参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模式组织本辖区地方标准跟踪评价工作。  
  （四）提升标准服务水平，做好标准解疑释惑和宣传培训。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协调

配合，共同做好食品安全标准的宣传贯彻和指导解答工作。有计划地组织开展标准宣传和

培训，促进监管人员、检验人员、企业正确理解、准确掌握标准规定，切实做好标准执行，

促进标准落实，提高食品安全科学管理水平。通过跟踪评价发现的问题，尤其是对标准误

解、缺乏认识等问题，要及时给予解答、解决。同时大力宣传标准在带动行业发展、保障

消费者健康方面发挥的作用，让社会各方了解食品安全标准工作的重要意义。  
  四、 结果报送与利用  
  （一）通过跟踪评价平台实时收集和汇总的意见建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要

及时处理，整理分析后适时提出标准修订建议，并适时对各地标准跟踪评价工作进行督导、

总结、反馈，督促改进各地标准相关工作。  
  （二）通过协作组组织实施专项跟踪评价的，由协作组牵头省份对本协作组承担的专

项跟踪评价结果分析处理，形成专项评价协作组工作报告，每年年底前报送国家卫生健康

委食品司和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2018 年底前仅报送所牵头协作组分工、任务分配

和初步开展工作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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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保障措施  
  （一）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二条的有关要求，主动会

同相关部门组织做好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根据各地标准工作情况制定工作计划，统筹安排，

系统部署，认真做好承担的协作组分工任务，确保跟踪评价工作任务落实到位。  
  （二）按照《食品安全法》第八条的有关要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经费

应当纳入本级食品安全财政预算申请，需要配备必要的经费保障，积极争取相关财政经费

投入，确保工作顺利开展。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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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按照工作要求和时限报送标准跟踪评价完成情况。国

家卫生健康委将会同各相关部门适时组织对各地标准跟踪评价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附表：省级标准跟踪评价协作组任务分工  

省级标准跟踪评价协作组任务分工  
序号 组别 涉及的标准目录 标准号 协作组省份 

1 乳及乳制品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干酪 GB 5420-2010 黑龙江、陕西

（共同牵头） 
江苏  
河北 
宁夏 
内蒙古 
甘肃 
青海 
新疆 
贵州 
广东 
西藏 
兵团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清粉和乳清蛋白

粉 
GB 11674-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炼乳 GB 13102-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 GB 19301-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乳 GB 19302-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粉 GB 19644-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巴氏杀菌乳 GB 19645-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稀奶油、奶油和无

水奶油 
GB 19646-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灭菌乳 GB 25190-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调制乳 GB 25191-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再制干酪 GB 25192-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糖 GB 25595-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酪蛋白 GB 31638-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制品良好生产规

范 
GB 12693-2010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理化检验方法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微生物检验方法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通用标准中的相关

指标 
  

2 肉及肉制品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腌腊肉制品 GB 2730-2015 北京、河北（共

同牵头） 
天津 
山西 
新疆 
江苏 
广西 
宁夏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熟肉制品 GB 2726-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

品 
GB 2707-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胶原蛋白肠衣 GB 14967-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肉和肉制品经营卫

生规范 
GB 20799-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 GB 1269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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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组别 涉及的标准目录 标准号 协作组省份 
规范 内蒙古 

河南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理化检验方法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微生物检验方法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通用标准中的相关

指标 
  

3 
水产及水产制

品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藻类及其制品 GB 19643-2016 江苏（牵头） 
浙江 
湖北  
海南 
福建 
广西 
辽宁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干海参 GB 31602-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

品 
GB 2733-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水产制品 GB 10136-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水产制品生产卫生

规范 
GB 20941-2016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理化检验方法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微生物检验方法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通用标准中的相关

指标 
  

4 蛋及蛋制品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蛋与蛋制品 GB 2749-2015 湖北（牵头） 
重庆 
山东 
河南 
安徽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蛋与蛋制品生产卫

生规范 
GB 21710-2016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理化检验方法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微生物检验方法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通用标准中的相关

指标 
  

5 
粮食及粮食制

品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方便面 GB 17400-2015 北京（牵头） 
江苏  
湖南 
黑龙江 
湖北 
陕西 
内蒙古 
河南 
江西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 GB 271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面包 GB 7099-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饼干 GB 7100-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面筋制品 GB 2711-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面米制品 GB 19295-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冲调谷物制品 GB 19640-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淀粉制品 GB 2713-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加工用粕类 GB 14932-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加工用植物蛋

白 
GB 20371-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淀粉 GB 31637-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豆制品 GB 2712-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原粮储运卫生规范 GB 22508-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谷物加工卫生规范 GB 13122-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面包卫生规

范 
GB 8957-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食品生产和经

营卫生规范  
GB 3164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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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组别 涉及的标准目录 标准号 协作组省份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理化检验方法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微生物检验方法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通用标准中的相关

指标 
  

6 油脂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植物油料 GB 19641-2015 上海（牵头） 
广东 
河北 
广西 
宁夏 
江西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动物油脂 GB 10146-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油脂制品 GB 15196-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GB 2716-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植物油及其制

品生产卫生规范 
GB 8955-2016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理化检验方法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微生物检验方法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通用标准中的相关

指标 
  

7 
饮料、冷冻饮

品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冷冻饮品和制作料 GB 2759-2015 浙江（牵头） 
湖北 
上海 
广东 
山东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 GB 7101-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工业用浓缩液

（汁、浆） 
GB 17325-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 GB 19298-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用天然矿泉水 GB 8537-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生产卫生规范 GB 1269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生产卫

生规范 
GB 19304-2018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理化检验方法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微生物检验方法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通用标准中的相关

指标 
  

8 
果蔬、食用菌、

坚果、籽类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蜜饯 GB 14884-2016 黑龙江（牵头） 
天津 
新疆 
贵州 
云南 
河北 
吉林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腌菜 GB 2714-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菌及其制品 GB 7096-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 GB 19300-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蜜饯生产卫生规范 GB 8956-2016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理化检验方法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微生物检验方法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通用标准中的相关

指标 
  

9 
糖果、巧克力、

甜味料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糖果 GB 17399-2016 上海（牵头） 
湖北 
辽宁 
江西 
山东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巧克力、代可可脂

巧克力及其制品 
GB 9678.2-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果冻 GB 19299-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糖 GB 1310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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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组别 涉及的标准目录 标准号 协作组省份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淀粉糖 GB 15203-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蜜 GB 14963-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花粉 GB 31636-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糖果巧克力生产卫

生规范 
GB 17403—2016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理化检验方法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微生物检验方法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通用标准中的相关

指标 
  

10 调味品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醋 GB 2719-2018 广东、江苏 
（共同牵头） 
四川 
湖北 
青海 
辽宁 
山西 
重庆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复合调味料 GB 31644-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油 GB 2717-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水产调味品 GB 10133-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酿造酱 GB 2718-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味精 GB 2720-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 GB 2721-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碘含量 GB 26878-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醋生产卫生规范 GB 8954-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油生产卫生规范 GB 8953-2018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理化检验方法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微生物检验方法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通用标准中的相关

指标 
  

11 酒类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 GB 2757-2012 贵州（牵头） 
江苏 
海南 
宁夏 
福建 
安徽 
山西 
甘肃 
青海 
四川 
河北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酒及其配制酒 GB 2758-20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酒精 GB 31640-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

生产卫生规范 
GB 8951-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酒及其配制酒

生产卫生规范 
GB 12696-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啤酒生产卫生规范 GB 8952-2016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理化检验方法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微生物检验方法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通用标准中的相关

指标 
  

12 特殊膳食类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较大婴儿和幼儿配

方食品 
GB 10767-2010 江苏（牵头） 

黑龙江 
湖北 
上海 
陕西 
河北 
辽宁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儿配方食品 GB 10765-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

品 
GB 10769-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罐装辅助食

品 
GB 1077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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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组别 涉及的标准目录 标准号 协作组省份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

配方食品通则 
GB 25596-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

食品通则 
GB 29922-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辅食营养补充品 GB 22570-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运动营养食品通则 GB 24154-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孕妇及乳母营养补

充食品 
GB 31601-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粉状婴幼儿配方食

品良好生产规范 
GB 23790-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

食品良好生产规范 
GB 29923 2013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理化检验方法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微生物检验方法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通用标准中的相关

指标 
  

13 其他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加工用酵母 GB 31639-2016 湖北（牵头） 
重庆 
江苏 
山东 
河南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保健食品 GB 16740-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膨化食品 GB 17401-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罐头食品 GB 7098-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胶原蛋白肽 GB 31645-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

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31603-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生产通

用卫生规范 
GB 31647-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罐头食品生产卫生

规范 
GB 8950-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膨化食品生产卫生

规范 
GB 17404-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辐照加工卫生

规范 
GB 18524-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航空食品卫生规范 GB 31641-2016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理化检验方法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微生物检验方法   
产品标准中涉及的通用标准中的相关

指标 
  

  

 

发布日期：2018 年 12 月 6 日 

【来源：国家卫健委】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民政部关于印发《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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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标委】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 

   

新华社北京 2 月 24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地方党政领

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全文如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落实食品安全党政同责要求，强化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健全食品

安全工作责任制，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根据有关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制定本

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食品安全包括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 

本规定所称分管食品安全工作是指分管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食品安全监管等工作。 

本规定所称食品安全相关工作是指卫生健康、生态环境、粮食、教育、政法、宣传、民政、

建设、文化、旅游、交通运输等行业或者领域与食品安全紧密相关的工作，以及为食品安

全提供支持的发展改革、科技、工信、财政、商务等领域工作。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以下统称地方党政领

导干部）。 

第四条 实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的要求，深入实施食品安全战略，

承担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不断提高食品安全工作水平，努力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五条 建立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工作责任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权责一致、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尽职免责； 

（二）坚持谋发展必须谋安全，管行业必须管安全，保民生必须保安全； 

（三）坚持综合运用考核、奖励、惩戒等措施，督促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履行食品安全工作

职责，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第六条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本地区食品安全工作负总责，主要负责人是本地区食品安

全工作第一责任人，班子其他成员对分管（含协管、联系，下同）行业或者领域内的食品

安全工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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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职责 

第七条 地方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应当全面加强党对本地区食品安全工作的领导，认真贯

彻执行党中央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上级党委的决定和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职责主要包括： 

（一）组织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关于食

品安全工作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不断提高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政治站位，增强做好食

品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全面加强党对本地区食品安全工作的领导，将食品安全工作作为向党委全会报告的

重要内容； 

（三）建立健全党委常委会委员食品安全相关工作责任清单，督促党委常委会其他委员履

行食品安全相关工作责任，并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容； 

（四）开展食品安全工作专题调研，召开党委常委会会议或者专题会议，听取食品安全工

作专题汇报，及时研究解决食品安全工作重大问题，推动完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 

（五）加强食品安全工作部门领导班子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机构建设，不断提升食品安

全治理能力； 

（六）协调各方重视和支持食品安全工作，加强食品安全宣传，把握正确舆论导向，营造

良好工作氛围。 

第八条 地方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应当加强对本地区食品安全工作的领导，认真贯彻执行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上级党委和政府、

本级党委的决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职责主要包括： 

（一）领导本地区食品安全工作，组织推动地方政府落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 

（二）坚持新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本地区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政府工作重点，并接受人大、政协的监督； 

（三）建立健全本地区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体系，明确本级政府领导班子成员食品安全工作

责任和政府相关部门食品安全工作职责，指导督促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和相关部门落实工作

责任； 

（四）加强食品安全监管能力、执法能力建设，整合监管力量，优化监管机制，提高监管、

执法队伍专业化水平，建立健全食品安全财政投入保障机制，保障监管、执法部门依法履

职必需的经费和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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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展食品安全工作专题调研，组织召开政府常务会议、办公会议或者专题会议，听

取本地区食品安全工作汇报，及时研究解决食品安全工作突出问题； 

（六）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推进食品及食品相关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提高产业发展水平。 

第九条 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其他委员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分管行业或者领域内食

品安全相关工作的领导，协助党委主要负责人，统筹推进分管行业或者领域内食品安全相

关工作，督促指导相关部门依法履行工作职责，及时研究解决分管行业或者领域内食品安

全相关工作问题。 

第十条 地方各级政府分管食品安全工作负责人应当加强对本地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领

导，具体负责组织本地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职责主要包括： 

（一）协助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落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组织制定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上级以及本级党委和政府的

决定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具体措施； 

（二）组织开展食品安全工作专题调研，研究制定本地区食品安全专项规划、年度重点工

作计划，统筹推进本地区食品安全工作； 

（三）组织协调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和相关部门，及时分析食品安全形势，研究解决食品安

全领域相关问题，推动完善“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全过程食品安全监管机制； 

（四）组织推动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和相关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推进“互联网+”食品

安全监管，不断提升食品安全监管效能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五）组织实施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专项治理，坚决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食品

安全风险； 

（六）组织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及时组织开展本地区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处置

和调查处理； 

（七）组织开展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督促本级政府相关部门和下级政府落实食品安全

工作责任； 

（八）组织开展食品安全普法和科普宣传、安全教育、诚信体系建设等工作，推动食品安

全社会共治。 

第十一条 地方各级政府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分管行业或者领域

内食品安全相关工作的领导，协助政府主要负责人，统筹推进分管行业或者领域内食品安

全相关工作，督促指导相关部门依法履行工作职责，及时研究解决分管行业或者领域内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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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安全相关工作问题。 

第三章 考核监督 

第十二条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对落实食品安全重大部署、重点工作情况进行跟踪督

办。 

第十三条 地方各级党委应当结合巡视巡察工作安排，对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履行食品安全

工作职责情况进行检查。 

第十四条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充分发挥评议考核“指挥棒”作用，推动地方党政领

导干部落实食品安全工作责任。 

第十五条 跟踪督办、履职检查、评议考核结果应当作为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奖惩和

使用、调整的重要参考。因履职不到位被追究责任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在评优评先、选

拔任用等方面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奖惩 

第十六条 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在食品安全工作中敢于作为、勇于担当、履职尽责，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一）及时有效组织预防食品安全事故和消除重大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使国家和人民群众

利益免受重大损失的； 

（二）在食品安全工作中有重大创新并取得显著成效的； 

（三）连续在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中成绩优秀的； 

（四）作出其他突出贡献的。 

第十七条 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在落实食品安全工作责任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有

关规定进行问责： 

（一）未履行本规定职责和要求，或者履职不到位的； 

（二）对本区域内发生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社会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负有领导

责任的； 

（三）对本区域内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未及时组织领导有关部门有效处置，造成不良影

响或者较大损失的； 

（四）对隐瞒、谎报、缓报食品安全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 

（五）违规插手、干预食品安全事故依法处理和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案件处理的； 

（六）有其他应当问责情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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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有本规定第十七条所列情形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规依纪

依法进行问责。涉嫌职务违法犯罪的，由监察机关依法调查处置。 

第十九条 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及时报告失职行为并主动采取补救措施，有效预防或者减少

食品安全事故重大损失、挽回社会严重不良影响，或者积极配合问责调查，并主动承担责

任的，按照有关规定从轻、减轻追究责任。对工作不力导致重大或者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

故，或者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应当从重追究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 乡镇（街道）党政领导干部，各类开发区管理机构党政领导干部，参照本规定

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农业农村部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19 年 2 月 5 日起施行。  

 

 

发布日期：2019 年 2 月 24 日 

【来源：新华社】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全面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通知 

国市监信〔2019〕3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总局各司局、各直属单

位：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近年来，各级市场

监管部门严格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国办发

〔2015〕58 号），积极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取得了良好效果。为全面推进市场

监管部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加强抽查的统一化、制度化、规范化，有效支撑

事中事后监管，按照《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的意见》（国发〔2019〕5 号）要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深刻认识“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重要意义。 

  “双随机、一公开”是市场监管的深刻变革。随着简政放权的不断推进，市场主体大

量增长，各类新业态层出不穷，一些领域风险突出，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出了新挑战。

市场监管部门要以公平公正监管为基本遵循，“管优不是管乱、管活不是管死”，做到监管

效能最大化、监管成本最优化、对市场主体干扰最小化，努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有序竞

争环境和放心消费环境。 

  实践表明，“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在降低监管成本的同时显著提升了监管效能，缓解

了监管对象与监管力量之间的突出矛盾，减轻了企业负担，增强了企业市场秩序第一责任

人意识，适应了商事制度改革的新形势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新要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

要切实转变监管理念，创新监管方式，在市场监管职能整合的大背景下，加快健全以“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

坚持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着力提升监管公平性、规范性和有效性。 

  （二）加强统筹协调。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是市场监管全局性工作。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充分发挥整体

优势，加强统筹协调，注重内部各业务条线的职能整合，将“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理念

贯穿到市场监管执法各领域中。总局各业务司局、各省（区、市）市场监管部门要充分整

合日常监管任务，避免重复多头布置，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总局各业务司局要加强工作指

导，监管承担检验检测职能的各相关单位按照抽查规范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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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正确处理双随机抽查与其他专项或重点检查的关系。 

  在发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日常性、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对涉及重点领域食品药

品、产品质量安全和特种设备安全，未列入抽查事项清单的事项，按照现有方式严格监管。

对通过投诉举报、转办交办发现的违法违规个案线索，要及时进行检查、处置。对通过监

测途径发现的普遍性问题和突出风险，在开展有针对性的检查时，要贯彻“双随机、一公

开”的理念，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抽查行业、抽查区域及抽查比例，严防系统性、区域性风

险。 

  二、统一各项制度 

  （一）统一编制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按照市场监管职能整合的要求，总局编制《市场监管总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以下简

称《清单》）。各省（区、市）市场监管部门要依据《清单》，梳理本省级地方性法规、政府

规章和依据《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交由市场监管部门行使的监管执法事项，

增加相应内容，制定省级抽查事项清单。 

  随机抽查事项分为一般检查事项和重点检查事项。重点检查事项针对安全、质量、公

共利益等重要领域，抽查比例不设上限；抽查比例高的，可以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检

查批次顺序。一般检查事项针对一般监管领域，抽查比例应根据监管实际情况严格进行限

制。总局和各省（区、市）市场监管部门可以根据法律法规规章修订和工作实际情况对《清

单》等进行动态调整，并及时通过相关网站和平台向社会公开。 

  （二）统一建立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 

  总局各相关司局要结合监管特点和需要，统筹建立各领域统一的检查对象名录库，并

实现动态更新，做到“底数清”。检查对象名录库既可以包括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

和其他主体，也可以包括产品、项目、行为等。涉及市场主体的检查对象名录库应依托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下简称“公示系统”）建立。各省（区、市）市场监管部门要

配合做好检查对象名录库建设。 

  各省（区、市）市场监管部门要建立本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包

括各业务条线所有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并按照执法资质、

业务专长进行分类标注，提高工作效率。对特定领域的抽查，还可吸收检测机构、科研院

所、行业专家等参与，通过提供专家咨询意见等方式辅助工作，满足专业性抽查的需要。 

  （三）统一制定随机抽查工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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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局适时制定抽查工作指引，对《清单》包含的各类抽查事项逐一明确检查内容、方

法和工作要求。各省（区、市）市场监管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完善抽查工作细则，

就抽取方法、检查流程、审批权限、公示程序、归档方式等作出明确规定。 

  （四）统一监管工作信息化平台建设。 

  各省（区、市）市场监管部门要积极推进统一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建设。

2019 年底前初步实现涉及各类市场主体的双随机抽查依托公示系统统一进行。通过信息化

手段提高双随机抽查的规范化、专业化，实现全过程留痕。畅通数据归集路径，确保各类

专业性抽查检查结果及时有效归集至相应市场主体名下。 

  三、规范检查流程 

  （一）制定年度抽查工作计划。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按照上级市场监管部门工作要求和省级抽查事项清单统筹制定

年度抽查工作计划，明确各批次抽查的范围、数量和时间安排，并报上一级市场监管部门

备案。检查对象和检查方式相近的，应当合并安排。各省（区、市）市场监管部门要根据

实际情况合理安排省级统一抽查和各市、县级自行抽查的分配比例，以及不同地区的抽查

比重，于每年 1 月底前统筹制定省级年度抽查工作计划。年度抽查工作计划以自然年为单

位制定，可根据工作实际进行调整。2019 年度抽查工作计划应于 2019 年 3 月底前制定完

成。 

  总局于每年年底前针对《清单》中的各类抽查事项确定下一年度抽查比例范围。总局

相关司局确需本级开展抽查的，要汇总形成总局抽查工作计划，明确由各省（区、市）市

场监管部门承担检查或配合实施的事项。 

  年度抽查工作计划应通过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对随机抽查事项涉

及的监管领域，原则上不再部署专项检查和“全覆盖”式巡查。 

  （二）随机抽取检查对象。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按照年度抽查工作计划的安排逐批次抽取检查对象。在抽取过程

中，要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监管领域、执法队伍的实际情况，针对不同风险程度、信用水

平的检查对象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合理确定、动态调整抽查比例和检查对象被抽查概率，

既保证必要的抽查覆盖面和监管效果，又防止检查过多和执法扰民。抽取过程要确保公开、

公正。 

  （三）随机抽取执法检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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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本辖区执法检查人员的匹配工作。要综合考虑所辖区域地理环

境、人员配备、业务专长、保障水平等客观因素，因地制宜选择随机抽取执法检查人员的

方式。对执法检查人员有限，不能满足本区域内随机抽查基本条件的，可以采取直接委派

方式，或与相邻区域执法检查人员进行随机匹配。 

  （四）合理确定抽查检查方式。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可以根据监管实际情况采取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委托

专业机构检查等方式。委托专业机构实施抽查检查的，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强业务指导和监

督。抽查检查中可以依法利用其他政府部门检查结论、司法机关生效文书和专业机构作出

的专业结论。鼓励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抽查检查效率和发现问题的能力。 

  （五）强化抽查检查结果公示运用。 

  除依法依规不适合公开的情形外，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在本次抽查任务完成后 20 个工

作日内，将抽查检查结果通过公示系统、专业抽查系统和部门网站等渠道进行公示，接受

社会监督。涉及市场主体的抽查检查结果，要及时归集至公示系统。积极向其他政府部门

推送行政处罚、“黑名单”等相关信息，实施联合惩戒，形成有力震慑，增强市场主体守法

的自觉性。 

  对双随机抽查中发现的各类问题，要按照“谁管辖、谁负责”的原则做好后续监管的

衔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惩处力度，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防止

监管脱节。 

  （六）积极开展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的意见》（国发〔2019〕5 号）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在地方政府统一领导

下，发挥牵头作用，积极与市场监管领域各相关部门开展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四、厘清责任边界 

  （一）基本原则。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对未履行、不当履行、违法履行“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职责的，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要坚持“尽职照单免责，失职照单问责”原则，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执法检查人员凡

严格依据抽查事项清单和相关工作制度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检查对象未被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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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抽到时未查出问题，只要执法检查人员不存在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情形的，免予追究

相关责任。 

  （二）追责情形。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及其执法检查人员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未按要求进行抽查检查,造成不良后果的；未依法及时公示抽查检查结

果，造成不良后果的；对抽查检查中发现的涉嫌犯罪案件，未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

不执行或者拖延执行抽查任务的；其他依法依规应当追究责任的。 

  （三）免责情形。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及其执法检查人员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中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相关市场主体出现问题的，可以免除行政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和抽查工作计划安

排，已履行抽查检查职责的；因现有专业技术手段限制不能发现所存在问题的；检查对象

发生事故，性质上与执法检查人员的抽查检查不存在因果关系的；因被委托进行检查的专

业机构出具虚假报告等，导致错误判定或者处理的；其他依法依规不应当追究责任的。 

  五、加强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保障。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扎实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健全领导和协调机制，

加强经费保障，以实施统一“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契机，推动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职能

整合后的“化学融合”。 

  （二）做好宣传培训。 

  加强舆论宣传，通过新闻报道、专题片、访谈等多种形式主动向社会展示市场监管部

门公正、廉洁、依法、审慎监管的良好形象，加快形成企业诚信自律、社会公众监督的良

好氛围。总局各相关业务司局要加强对基层和一线执法检查人员的培训，提升监管执法能

力。 

  （三）强化考核督查。 

  上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下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指

导、督促和检查。可通过督查检查、网络监测、抽样复查等方式进行考核，必要时可以将

相关情况通报地方人民政府。总局将定期对各省（区、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工作的情况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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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市场监管总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第一版） 

 

发布日期：2019 年 2 月 1 日 

【来源：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2019 年国家标准立项指南》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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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9 年 3 月 28 日 

                                                   【来源：国家标准委】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草案）》 

3月 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草案）》细化了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政府

监管职责和问责措施，依法加大对违法违规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等的处罚力度，并完善了

食品安全标准等制度。 

 

 

 

发布日期：2019 年 3 月 26 日 

【来源：央视网】



 

国标委印发 2019 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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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19 年 2 月 27 日 

【来源：国家标准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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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动态】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公开征求 2019 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意见 

 

为进一步提高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有效性和靶向性，市场监管总局在征求各有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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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草了《2019 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现将计划中拟抽检食品、食用农产品的品种和

项目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请将意见于 2019 年 1 月 2 日 17:00 前通过电子邮件反馈至市场

监管总局食品抽检司。 

  联 系 人：李慧晨、裴新荣  

  联系电话：010-88330589、010-67095881  

  邮   箱：cjjcmsc@nifdc.org.cn 

  

  附件：1.2019 年食品安全抽检品种、项目表  

         2.2019 年食用农产品抽检品种、项目表  

         3.意见反馈表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2018 年 12 月 25 日 

其中罐头相关抽检品种、项目表如下： 

罐头 罐头 

畜禽水

产罐头 

畜禽肉

类罐头 
一般 

铅（以 Pb 计）、镉（以 Cd 计）、铬（以 Cr 计）、

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苯甲酸及其钠

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

糖精钠（以糖精计）、亚硝酸盐（以亚硝酸钠计）、

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

之和、商业无菌 

水产动

物类罐

头 

一般 

组胺、无机砷（以 As 计）、镉（以 Cd 计）、甲基汞

（以 Hg 计）、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

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商业无菌 

果蔬罐

头 

水果类

罐头 
较高 

锡（以 Sn 计）、展青霉素、二氧化硫残留量、合成

着色剂（柠檬黄、日落黄、苋菜红、胭脂红、赤藓红、

诱惑红、亮蓝、靛蓝）、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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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酸计）、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

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甜

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阿斯巴甜、商业无菌 

果蔬罐

头 

蔬菜类

罐头 
较高 

二氧化硫残留量、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

计）、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

钾盐（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糖精计）、阿斯巴

甜、乙二胺四乙酸二钠、霉菌计数、商业无菌 

食用菌

罐头 
较高 

总砷（以 As 计）、铅（以 Pb 计）、镉（以 Cd 计）、

总汞（以 Hg 计）、二氧化硫残留量、脱氢乙酸及其

钠盐（以脱氢乙酸计）、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

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糖精钠（以

糖精计）、乙二胺四乙酸二钠、商业无菌 

其他罐

头 

其他罐

头 
一般 

铅（以 Pb 计）、黄曲霉毒素 B1、二氧化硫残留量、

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苯甲酸及其钠

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

糖精钠（以糖精计）、阿斯巴甜、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商业无菌 

 

 【来源：市场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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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关于 11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18 年 第 45 号〕 

 

近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抽检糕点、薯类和膨化食品、水产制品、粮食加工

品、乳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蜂产品、罐头、淀粉及淀粉制品、速冻食品和食用农

产品等 11 类食品 1781 批次样品。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检验和判定，其中抽样检验项目

合格样品 1770 批次、不合格样品 11 批次（见附件）。此次抽检的罐头产品全部合格。 

 

     

  附件：1.本次检验项目 

        2.部分不合格项目的小知识 

        3.糕点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  

        4.薯类和膨化食品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  

        5.水产制品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  

        6.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  

        7.糕点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  

        8.薯类和膨化食品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  

        9.水产制品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  

        10.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  

        11.粮食加工品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  

        12.乳制品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  

        13.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  

        14.蜂产品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  

        15.罐头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  

        16.淀粉及淀粉制品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  

        17.速冻食品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  

 

市场监管总局  

  2018 年 12 月 11 日 

【来源：市场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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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关于 13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18 年 第 44 号〕 

 

近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抽检糕点、薯类和膨化食品、水产制品、粮食加工

品、乳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蜂产品、罐头、淀粉及淀粉制品、速冻食品和食用农

产品等 11 类食品 1781 批次样品。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检验和判定，其中抽样检验项目

合格样品 1770 批次、不合格样品 11 批次（见附件）。此次抽检的罐头产品全部合格。 

 

  

  附件：   1.本次检验项目.docx  

     2.部分不合格项目的小知识.docx  

     3.糕点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xlsx  

     4.薯类和膨化食品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xlsx  

     5.水产制品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xlsx  

     6.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xlsx  

     7.糕点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xlsx  

     8.薯类和膨化食品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xlsx  

     9.水产制品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xlsx  

     10.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xlsx  

     11.粮食加工品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xlsx  

     12.乳制品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xlsx  

     13.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xlsx  

     14.蜂产品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xlsx  

     15.罐头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xlsx  

     16.淀粉及淀粉制品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xlsx  

     17.速冻食品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xlsx 

  

  市场监管总局  

  2018 年 12 月 11 日 

【来源：市场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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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解读】 

2018 年食品安全热点科学解读媒体沟通会即将在京举办 

 

  “非洲猪瘟蔓延，猪肉还能吃吗？”“益生菌成了‘无益菌’？” “咖啡是否致癌”

“三文鱼标准之争”……2019 年 1 月 3 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指导，中国食品科学技术

学会主办的“2018 年食品安全热点科学解读媒体沟通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科协、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相关部门的领导出席活动并致辞。包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总顾问

陈君石研究员、北京工商大学校长孙宝国教授在内的两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与来自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等科研院校的食品科技界专家一起，共同

解读了 2018 年的 12 个食品安全热点。据主办方介绍，本次选出的 12 个舆情热点，来自于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及多家主流媒体的提名、筛选与专家复议，是从 40 多个热点中选出

的最具代表性的热点，基本上反映了 2018 年舆情的主要关注点。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已连续 8 年就每年的食品安全热点召开媒体沟通会，整体上延

续以往权威、专业及第三方的特征，通过“科技界共识”的方式，就公众所关心的热点问

题进行分析，以科学的建议肃清食品安全谣言。  

 

反映舆情关注点  由危机应对继续转向风险提示 

沟通会上，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事长孟素荷教授以“警钟需长鸣”为主题进行了

发言，并分析了 2018 年食品安全风险热点解析的特征。她介绍说，2018 年，中国食品科

学技术学会就食品安全舆情的 28 个热点做了科学解读，其中，以“消费者教育”为特征的

风险提示做了 19 期，整体上延续了由 2016 年开始的“由危机应对向风险提示”的转变。

通过对比 2013 年、2014 年和 2016 年食品安全风险解析的分类可见，对舆情热点的回应由

2013 年的 100%下降到 2018 年的 33.3%，下降了 2/3；而针对潜在风险的消费提示，由 2013

年的“零”上升到 2018 年的 66.7%。 

2018 年的食品安全风险解析，已由最初以危机应对为出发点的舆情热点解读，逐渐加

大为“和平时期”以风险预防为特征的消费者教育。“这是中国对食品安全风险管理日趋从

容、稳健的标志，这一特征在 2018 年愈加鲜明”孟素荷如是说。  

 

我国食品安全整体趋稳  四大课题亟待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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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安全整体趋稳，乳业合格率居首，油、肉行业现轻微波动。”孟素荷教授通

过数据对比分析得出了上述结论。2018 年第三季度对比 2017 年及 2016 年同期的大宗食品

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可以看出，粮、肉、蛋、乳等大宗日常消费品的样品合格率均处于较高

水平，尤其是乳制品，其合格率持续在 99.5%以上。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的合格率为 97.3%，

肉制品合格率为 97.8%，略低于去年平均水平。 

同时，她还指出了近期中国食品安全的四大短板，即：以环境污染为源头的食品原料

污染；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中检出非食用物质；保健食品掺假。对比 2018

年第三季度和 2016 年及 2017 年同期监督抽检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可以看出，食品中微生

物污染的问题逐年降低，说明生产企业的过程控制逐渐到位。但令人担忧的是，食品中农

兽药残留指标不合格的问题在逐年升高，说明破解原料污染问题的复杂、艰难与长期。同

时，在 2018 年第三季度，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问题占据首位。 

孟素荷教授同时表示，近年来，在“健康中国”国家战略推动下，人们对保健食品的

需求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热度。保健食品行业快速发展，但在行业发展的同时鱼龙混杂、乱

象丛生，如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药物成分等现象仍然存在。掺假造假及夸大宣传是主要问

题，对保健食品的治理初步显效并进入攻坚期。 

网络食品给食品安全带来的新挑战也不容忽视。她认为，在“互联网+”时代，电商

等网络销售渠道的快速成长，尽管线上销售仅接近三成，但年度间呈现 30%以上的高速增

长，对传统的流通结构及消费行为造成巨大冲击，对食品产业链未来的格局及战略产生重

要影响。诸多网红食品“有品牌、无工厂”，对产业链安全建设空心化，食品欺诈问题多有

发生。产业链安全建设与环保，将成为决定网红食品能走多远的关键制约因素，也将成为

影响中国食品安全舆情的新热点。 

此外，“外源性”舆情风险加大。进口食品因基数加大，进口国食品安全管理水平不一，

风险概率提升。我国食品行业对进口食品与原料的开放度加大，产生风险的概率增加。值

得关注的是，任何一个境外与食品安全相关的信息都会快速波及到我国。这亟需我国科技

界快速集结，迅速做出科学的回答。  

 

舆情关注点向各方规范、自律及公平延伸 

“舆情的关注点，开始向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建设中，各方的规范、自律及公

平延伸。”孟素荷教授分析指出，在对 2018 年舆情关注 12 个热点问题的汇集和归纳中，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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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正在显现的特点是：媒体开始更多关注到，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这一整体框架下，

各方的专业、严谨、公正与自律。如，辣条“同品不同标”问题；三文鱼团标问题；江苏

消保委“酱油”对比实验的争论以及对“职业打假人”问题的反思等，占到了 2018 年食品

安全热点总数的 1/3。 

她进一步分析说，这表明舆情的关注点，正从对某个企业产品的安全与否，延伸到对

中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建设中，各方更加透明、协调、严谨、自律的作为，并进而转

向对保护消费者与公平对待所有市场主体的探求。由此，对于政府监管、法规建设、社团

组织的职能，在“共治”过程中的科学、专业与规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一种进步，

也体现出某种成熟。 

孟素荷教授指出，我国食品安全的风险永远存在。我国对食品安全的治理，已从大规

模的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链安全建设，进入到更完善、细致的法规体系建设及治理源头污

染、严打假冒伪劣产品的攻坚期。“随着食品工业的健康转型，食品原材料真实性、食物过

敏原及健康声称等问题均会是未来工作的着力点，需警钟长鸣。”她再次强调。  

 

聚焦十二大热点  权威专家直击症结所在   

 

    热点一：咖啡真的“致癌”吗？ 

 

    解读专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所长 丁钢强教授 

 

    食品中丙烯酰胺来源于美拉德反应的副产物，目前尚缺乏咖啡与人类致癌的相关性证

据，国内外也没有国家或组织制定食品中丙烯酰胺的限量标准。建议应强化针对消费者的

“剂量-效应关系”的公众科普；同时，食品加工企业应改进生产工艺和条件，减少生产过

程中丙烯酰胺的形成。  

 

    热点二：非洲猪瘟蔓延，猪肉还能吃吗？ 

 

    解读专家：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院长 王守伟教授级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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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猪瘟非人畜共患病。猪是非洲猪瘟病毒唯一的自然宿主，近百年来没有一例人感

染的情况。因此，现在可以说，人类不会感染非洲猪瘟病毒。非洲猪瘟也不会对猪肉及其

制品的食用安全造成影响。同时，患病猪肉也很难流入正规市场，消费者可以放心食用猪

肉及其制品。  

 

    热点三：辣条“同品不同标”被处罚 

 

    解读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总顾问 陈君石研究员 

 

    标准不统一，给监督执法带来困难，使行业蒙受损失。国标的出台将会彻底改变辣条

“同品不同标”的问题。而辣条行业应贯彻“三减、三健”的方针，依托工艺和技术革新，

在生产中进一步减油、降盐。  

 

    热点四：食用盐中添加亚铁氰化钾堪比毒药？ 

 

    解读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商大学校长 孙宝国教授 

 

    亚铁氰化钾是我国允许使用的一种抗结剂，主要是为了防止精制盐结块，在常规烹饪

条件下不会产生有毒物质氰化钾。亚铁氰化钾的安全性已被多个国家与国际组织广泛认可，

按照相关规定在食用盐中合理添加，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建议营造良好的食品安全

舆论氛围，提升消费者安全用盐的科学素养。  

 

    热点五：江苏消保委揭“打酱油”真相引发争议 

 

    解读专家：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钟凯博士 

 

    酱油是中国家庭厨房必备调味品，目前市场上存在部分产品虚假宣传和过度营销的问

题，应引起重视。食品安全需要社会共治，但社会监督应严守科学原则，慎重发布相关信

息，对舆论误读也应及时纠偏。大众媒体应客观、全面地报道食品安全，拒绝蓄意炒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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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题发挥。  

 

    热点六：益生菌成了“无益菌”？ 

 

    解读专家：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厉曙光教授 

 

    人类已有千年的益生菌食用史，国内外大量对益生菌与健康相关性及其安全性的研究

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益生菌对人体发挥的功效作用具有菌株和人群特异性。因此，一项

显示益生菌制剂无效的实验结果并不代表所有益生菌制剂均对人体无益。一个“实验结果”

不能等同于学术界公认的“科学结论”。  

 

    热点七：木耳久泡有毒 

 

    解读专家：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 李宁研究员 

 

    木耳本身无毒，但如果被环境中的椰毒假单胞菌污染，该菌代谢产生的米酵菌酸则可

能导致食物中毒。椰毒假单胞菌食物中毒多发生在夏、秋季，易被其污染的食品包括变质

木耳、鲜银耳，谷类发酵制品和薯类制品。椰毒假单胞菌引起的食物中毒并不常见，但此

类中毒发病急，无特效解毒药物，死亡率可高达 40%，病后恢复情况与摄入毒素的量有关。  

 

    热点八：食用植物调和油鱼目混珠 国家重拳监管 

 

    解读专家：中国粮油学会首席专家 王瑞元教授 

 

    针对我国食用植物调和油市场上出现的一些不规范现象，比如，在高价格油脂中掺入

低价格油脂、以高价油脂命名、夸大油品的健康功效、用转基因油料生产的食用油标识不

显著等问题。国家已出台相应文件，予以有效监管。与此同时，只要符合国家有关规范标

准的产品，都是安全可靠的，消费者可以放心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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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点九：“酸碱体质”骗局被戳穿 

 

    解读专家：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主任 马冠生教授 

 

    只有“酸碱平衡”的说法，没有“酸碱体质”的概念；正常生理状态下，人体内体液

的酸碱度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酸碱失衡并不容易发生；成酸性或成碱性食物并不能造成

酸性或碱性体质；日常生活中应注重平衡膳食、均衡营养，才能促进健康。  

 

    热点十：三文鱼标准之争 

 

    解读专家：上海海洋大学原校长 潘迎捷教授 

 

    《生食三文鱼》团体标准中，将“虹鳟列为三文鱼”不合适，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

生食虹鳟不一定比生食大西洋鲑（三文鱼）更具风险，这主要取决于具体的养殖环境和工

艺。虹鳟也是优质鱼，对虹鳟产品的品质、品牌宣传等方面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  

 

    热点十一：美国环孢子虫感染事件解读 

 

    解读专家：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技术顾问 刘秀梅研究员 

 

    孢子虫病是环孢子虫引起的，以水样腹泻为主要症状的寄生虫病，主要通过被环孢子

虫污染的生鲜食物或水感染，多发于 6-9 月份，很难直接通过人传人。建议食品生产经营

者应加强原料选择及过程控制，灭活和消除食品中可能污染的环孢子虫卵囊，确保生鲜食

品和饮用水的安全。消费者应自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食用不干净的食物和水，生熟

分开。  

 

    热点十二：“职业打假”列入扫黑除恶名单 

 

    解读专家：中国农业大学特殊食品研究中心主任 罗云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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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打假”并不能有效提升食品行业的生产经营水平，以敲诈勒索方式牟取利益的

恶意打假属违法犯罪行为，应依法取缔。 

 

会议期间，还举办了由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主办的“防范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

宣传科普动画竞赛”及“2018 大学生食品安全科普动画创作竞赛”颁奖仪式。近 60 家媒

体代表参与了此次活动，主办方以征集十佳评论语方式与媒体进行互动，并联合中国经济

网进行图文直播，以期通过更为广泛的食品安全科普信息化方式传播，为公众答疑解惑。 

 

 

发布日期：2019 年 1 月 3 日 

【来源：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国际前沿动态】 

英国 FSA 就食品的追溯性和召回等指南进行意见征集 

据英国食品标准局消息，近日英国食品标准局发布食品可追溯性，撤回和召回指南意

见征集的公告。  

据了解，该文件涵盖了可追溯系统、做出撤回或召回食品的决定、如何计划和管理食

品安全的撤回或召回，以及告知消费者的原则。本次意见征求的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7 日- 

2019 年 2 月 4 日。 

部分原文报道如下：  

In 2017,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to understand the food withdrawal and recall systems 

within the UK. This included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ement. The Food Standards 

Agency and Food Standards Scotland, in partnership with key stakeholders from the food 

industry, food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consumer organisations and trade bodies are addressing 

the recommendations, this includes the development of guidance t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and resilience of the UK's food withdrawal and recall system. 

 

【来源：英国食品标准局（F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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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将实施新食品包装法规 

 

2019 年 1 月 3 日，印度食品安全标准局（FSSAI）发布了有关新食品包装法规的新闻

稿。 

据了解，新法规取代了 2011 年《食品安全和标准（包装和标签）条例》中规定的所有

食品包装要求。印度包装法规已与标签法规分开，并计划单独成立一个食品包装科学小组。

该法规的合规日期为 2019 年 7 月 1 日。  

部分原文报道如下：  

New Delhi, January 03, 2019: FSSAI's new packaging regulations have been notified this 

week. The new regulations replac all provisions w.r.t. packaging requirements prescribed in the 

Food Safety and Standards （Packaging and Labelling） Regulations, 2011. Recognizing the 

importance of packaging in the food sector and its impact on food safety, the packaging 

regulations have been separated from the labelling regulations and a separate Scientific Panel for 

food packaging is planned.  

Primary objective of packaging is to protect the food contents from microbiological, chemical, 

physical and atmospheric contamination and preserve the food and thereby protect consumer's 

health. Good packaging also ensures that there is no change in sensory properties or composition 

of food when packed. Packaging is essential and critical for promoting food safety, extended 

shelf-life and thereby enhancing food security. 

 
 

【来源：印度食品安全标准局（FSSAI）】  



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罐头分技术委员会（SAC/TC 64/SC 2）秘书处 

90 

加拿大将于两个月后正式实施《加拿大食品安全条例》 

 

据加拿大食品检验局（CFIA）消息，2018 年 11 月 15 日，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发布消息

称，《加拿大食品安全条例》将于两个月后正式实施。 

近日，在魁北克省加蒂诺市举行的食品安全论坛上，农业和农业食品部长的议会秘书

Jean-Claude Poissant 强调，新法规将在两个月内生效。 

Jean-Claude Poissant 先生在演讲中强调，《加拿大食品安全条例》将统一并取代了加拿

大 14 部食品法规来减少企业不必要的行政负担，并有助于维持和增长加拿大农业食品和农

业部门的市场准入。 

部分原文报道如下： 

Businesses that require a licence will have to attest that they have preventive controls in place 

（such as sanitation and pest control measures） and businesses with $100K or more in annual 

sales will have to prepare a written prevention control plan. Businesses are encouraged to enrol 

now in My CFIA and be prepared to apply for their licence when it becomes available. My CFIA 

is a convenient and secure way to do business with the 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 

（CFIA）. Businesses can manage and track service requests online, including permissions such 

as licences, permits, registrations and export certificates. Those who submit SFCR licence 

applications by email or fax will be redirected to apply using the My CFIA portal.The CFIA is 

sharing information with industry in face-to-face sessions across the country as well as through 

webinars.  More webinars will be offered over the coming weeks. Details will be posted to the 

CFIA website as they become available. 

 

 

【来源：加拿大食品检验局（CFIA）】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6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80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7.html


 

加拿大批准在水果罐头中使用甜叶菊苷作为甜味剂 

 
2019 年 4 月 3 日，加拿大卫生部发布 NOM / ADM-0131 号文件，修订《允许的食品

添加剂列表-表 9 允许的甜味剂列表》，批准在水果罐头中使用来自甜叶菊（Stevia rebaudi
ana Bertoni）的甜叶菊糖苷（Steviol glycosides）作为甜味剂。 
  
  据了解，在加拿大，甜叶菊糖苷已经被允许作为甜味剂用于各种非标准化食品。 
  
  该规定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发布日期：2019 年 4 月 4 日 

【来源：加拿大卫生部发布】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6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8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7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7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8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74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61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84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0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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