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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委会工作动态】 

罐头标准近期制修订动态 

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罐头食品的检验方法》等 182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

的通知 

民政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全国消费品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为加强消费品领域标准体系建设，推进消费品质量和标准提升，现将《纺织品短链氯

化石蜡的测定》等 182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下达你单位，请组织主要起草单位，抓紧落

实和实施计划，在标准起草过程中加强与有关方面的协调，广泛听取意见，保证标准质量

和水平，按时完成标准制修订任务。 

附件：《纺织品短链氯化石蜡的测定》等 182 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汇总表.xlsx 

 

计划编号 
项目 

名称 

标

准

性

质 

制

修

订 

代替 

标准号 

采用

国际

标准 

项目周

期（月） 

主管

部门 

归口单

位 
起草单位 

20183047-T-469 

食 用

菌 罐

头 

T 
修

订 
GB/T14151-2006   24 

国家

标准

化管

理委

员会 

全国食

品工业

标准化

技术委

员会 

福建绿宝食

品集团有限

公司、福建

紫山集团股

份 有 限 公

司、中国食

品发酵工业

研究院 

20183045-T-469 

罐 头

食 品

的 检

验 方

法 

T 
修

订 
GB/T10786-2006   24 

国家

标准

化管

理委

员会 

全国食

品工业

标准化

技术委

员会 

中国食品发

酵工业研究

院、厦门市

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院等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8 年 11月 5日 

【来源：国标委】 

 

公开征集对《番茄罐头》等 410项行业标准和 64项国家标准计划项目的意见 

根据标准化工作的总体安排，现将申请立项的《一般用途钢丝绳芯阻燃输送带》等 410

项行业标准计划项目和《智能制造评价指数》等 64 项国家标准计划项目予以公示（见附件

http://www.sac.gov.cn/szhywb/sytz/201811/P020181109505488171586.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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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11月 28日。如对拟立项标准项目有不同意见，请在公示期间

填写《标准立项反馈意见表》（见附件 3）并反馈至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电子邮件发送

至 KJBZ@miit.gov.cn（邮件主题注明：标准立项公示反馈）。 

 

地址：北京市西长安街 1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标准处 

邮编：100846 

联系电话：010-68205241 

公示时间：2018年 10 月 29日－2018年 11月 28日 

 

附件： 

1.《一般用途钢丝绳芯阻燃输送带》等 410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征求意见稿）.docx 

2.《智能制造评价指数》等 64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征求意见稿）.docx 

3.标准立项反馈意见表.doc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 

2018 年 10月 29日 

【来源：工信部】 

 

关于征求《肉类罐头中牛、羊、猪、鸡、鸭源性成分检测方法》等两项行业

标准（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各委员、相关单位：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8年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

划的通知》（工信厅科〔2018〕3号），《肉类罐头中牛、羊、猪、鸡、鸭源性成分检测方法》

（计划编号：2018-0083T-QB）和《鱼类罐头中金枪鱼品种鉴别方法》（计划编号：

2018-0084T-QB）列入轻工行业标准制定计划。两项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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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草工作组按照标准工作程序，组织完成了上述两项行业标准的征求意见稿，现向有

关行业部门、协会、生产、销售、科研、检测和用户等单位广泛征求意见。请按照附件格

式填写意见反馈表，并于 2018年 10月 16日前以邮件或传真方式反馈至秘书处，未返回视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497/n3057502/c6458316/part/6458322.docx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497/n3057502/c6458316/part/6458323.docx
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497/n3057502/c6458316/part/6458324.doc


5 

为无意见。 

联系人：孟镇、仇凯 

电话：010-53218288-6666 传真：010-53218325 

E-mail：cnscff@263.net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附件： 

1、《肉类罐头中牛、羊、猪、鸡、鸭源性成分检测方法》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 

2、《肉类罐头中牛、羊、猪、鸡、鸭源性成分检测方法》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编

制说明 

3、《肉类罐头中牛、羊、猪、鸡、鸭源性成分检测方法》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意

见反馈表 

4、《鱼类罐头中金枪鱼品种鉴别方法》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 

5、《鱼类罐头中金枪鱼品种鉴别方法》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6、《鱼类罐头中金枪鱼品种鉴别方法》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意见反馈表 

【来源：全国食品发酵标准化中心】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公开征集对《番茄罐头》等 5项轻工行业标准计划项目的

意见 

根据标准化工作的总体安排，现将申请立项的《番茄罐头》等 5项轻工行业标准计划

项目予以公示（见附件 1），截止日期为 2018年 9 月 6日。如对拟立项标准项目有不同意

见，请在公示期间填写《标准立项反馈意见表》（见附件 2）并反馈至我部，电子邮件发送

至 qgbz445@163.com（邮件注明：轻工行业标准立项公示反馈）。 

 

联系电话：010-68396445 

2018年 8月第二批轻工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征求意见稿） 

标准立项反馈意见表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综合业务部 

2018 年 8月 30日 

【来源：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http://pmo5e6ddc.pic35.websiteonline.cn/upload/k16o.pdf
http://pmo5e6ddc.pic35.websiteonline.cn/upload/t0bm.pdf
http://pmo5e6ddc.pic35.websiteonline.cn/upload/t0bm.pdf
http://pmo5e6ddc.pic35.websiteonline.cn/upload/mjy6.doc
http://pmo5e6ddc.pic35.websiteonline.cn/upload/mjy6.doc
http://pmo5e6ddc.pic35.websiteonline.cn/upload/ugmo.pdf
http://pmo5e6ddc.pic35.websiteonline.cn/upload/h2ee.pdf
http://pmo5e6ddc.pic35.websiteonline.cn/upload/tugg.doc
http://www.cnlic.org.cn/zhongqingliangonggao/201808/P020180830053431.doc
http://www.cnlic.org.cn/zhongqingliangonggao/201808/P020180830053510.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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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发布《食品中阿维菌素等 53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征求意见稿）》 

2018年 10月 29日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发布《食品中阿维菌素等 53种农药最大

残留限量（征求意见稿）》、《食品中苯嘧磺草胺等 15 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征求意见稿）》。 

附件如下：  

1. 《食品中阿维菌素等 53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征求意见稿）》 

2. 《食品中苯嘧磺草胺等 15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征求意见稿）》 

2018 年 10月 29日 

【来源：农业农村部】 

 

关于征集《罐头食品的检验方法》和《食用菌罐头》标准起草单位和制修订

工作建议的函 

各相关单位： 

目前我罐头标委会秘书处正在积极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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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为使此标准编制工作顺利进行，现面向行业征集起草单位及修订建议。 

请于 2019 年 1月 6日前把起草单位确认单（详见附件 1）扫描件和标准制修订建议返

回秘书处。 

 

秘书处联系方式： 

电话：010-53218326 

传真：010-53218325 

邮箱：cnscff@263.net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附件 1 企业参加标准起草申请确认表 

【来源：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罐头分技术委员会】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811/01/09-32-11-11-940446.docx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811/01/09-32-18-92-940446.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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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关于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信息公示相关事项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 

2017年，标准委启用了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信息公示系统，用于技术委员会涉

及组建、换届、调整等重大业务事项面向社会的公示、征求意见及委员公开征集。为进一

步规范和统一技术委员会信息对外公示及征集反馈的渠道，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本通知之日起，所有技术委员会组建、换届、调整等重大业务事项中面向社会

的公示、征求意见及委员公开征集的信息在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信息公示系统中统

一公布，标准委网站上将不再公布此类信息。 

二、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通过访问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www.std.gov.cn）中

技术委员会信息公示栏目，浏览公示信息，发表意见和反馈有关信息。 

 

2018 年 10月 16日 

【来源：国标委】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征求意

见稿）》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18年 11月 5日发布通告，为推进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

序的统一规范，细化执法流程，保障公正执法，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起草了《市场监督管理

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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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网址：http://www.chinalaw.gov.cn），进入首页主菜单

“立法意见征集”栏目提出意见。 

 2.通过电子邮件将意见发送至：fgs@saic.gov.cn。邮件主题请注明“程序暂行规定

公开征求意见”字样。 

3.通过信函将意见邮寄至：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 8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法规

司，邮政编码：100820。信封上请注明“程序暂行规定公开征求意见”字样。 

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 2018年 12月 5日。 

 附件下载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doc 

http://www.std.gov.cn/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5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5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86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372.html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811/05/13-29-48-46-94044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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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制定《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和《市场监督

管理行政处罚听证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核心解读： 

《程序规定》着眼于规范行政处罚程序，提升行政执法效能，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

既注重制度的延续性，充分考虑机构整合前各领域执法工作的特点，又进行了一系列制度

创新。规定共七章八十一条，对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基本原则、管辖权确定、一般程序、

简易程序、执行与结案、期间和送达等内容做出全面规范，确立了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

案件的管辖原则，细化了调查取证及各类型证据收集、调取、制作和保存的具体规则，规

定了案件审核的内容和意见类型，增加了案件办理相关环节的时限要求，提出了行政处罚

决定相关信息公示的强制性要求，明确了各类执法文书的送达方式。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18年 11月 5日发布通告，为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

证程序，保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实施行政处罚，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起草了《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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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网址：http://www.chinalaw.gov.cn），进入首页主菜单

“立法意见征集”栏目提出意见。 

2.通过电子邮件将意见发送至：fgs@saic.gov.cn。邮件主题请注明“听证暂行办法公

开征求意见”字样。 

3.通过信函将意见邮寄至：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 8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法规

司，邮政编码：100820。信封上请注明“听证暂行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字样。 

 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 2018年 12月 5日。 

 附件下载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doc 

  关于制定《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和《市场监

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听证程序虽属行政处罚程序的特殊环节，但是考虑到其作为保障当事人陈述权和申辩

权的一种重要形式，需要就其参加人、申请、准备、举行、记录、报告等内容作出一系列

制度安排，难以在《程序规定》中做详尽规定，故在立法体例上采取与《程序规定》分立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811/05/13-29-59-54-940446.doc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811/05/13-29-59-54-940446.doc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5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5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372.html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811/05/13-57-03-15-940446.doc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811/05/13-57-32-96-940446.doc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811/05/13-57-32-96-94044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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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听证办法》共六章三十六条，对立法目的、基本原则、听证范围、听证的申请和

受理、听证参加人及其权利义务、听证准备及听证举行各环节的程序和要求、延期听证和

终止听证的情形、听证笔录和听证报告的制作等做出了具体规定。 

核心解读： 

第五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作出下列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

证的权利： 

（一）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 

（二）对自然人处以一万元以上、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十万元以上罚款; 

（三）对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价值达到第二项所

列数额的行政处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或者人民政府对前款第二项、第三项所列罚没数额

有具体规定的，可以从其规定。  

第十四条 要求举行听证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听证的当事人。 

第十五条 与听证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其他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

申请参加听证，或者由听证主持人通知其参加听证 

第三十五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保障听证经费，提供组织听证所必需的场地、设备

以及其他便利条件。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行听证，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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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动态】 

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2018 年第 48 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的通

告 

近期，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抽检了粮食加工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调味品、肉制品、乳制品、饮料、方便食品、饼干、罐头、冷冻饮品、速冻食品、薯类和

膨化食品、糖果制品、茶叶及相关制品、酒类、蔬菜制品、水果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

品、蛋制品、水产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糕点、豆制品、蜂产品、餐饮食品、食品添加

剂、食用农产品 27大类食品 2410批次样品，抽样检验项目合格样品 2400 批次，不合格样

品 10批次。检验项目等具体情况见附件。具体情况通告如下： 

一、不合格产品情况 

1.永城金博大购物广场有限公司销售的标称永城永蒙粉条加工部生产的 1批次精制鲜

土豆粉，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 Al计）检出值为 1483mg/kg，标准规定为不大于 200mg/kg。

检验机构为河南省口岸食品检验检测所。 

2.长葛市保盛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标称濮阳市大大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1批次蒸蛋糕

（黑米味），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检出值为 1.15，标准

规定为不大于 1。初检机构为鹤壁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复检机构为河南省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院。 

3.南阳市百万福商贸有限公司诚发店销售的标称开封市豫香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1批

次豫开老抽王酿造酱油，氨基酸态氮（以氮计）检出值为 0.032g/100mL，标准规定为不小

于 0.40g/100mL。检验机构为河南省口岸食品检验检测所。 

4.河南世纪联华超市有限公司长江路店销售的标称河南果遇仁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1

批次果遇仁（五香味花生），二氧化硫残留量检出值为 0.32g/kg，标准规定为不得使用。

初检机构为河南省口岸食品检验检测所，复检机构为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5.新乡市高新区美特好超市销售的标称天津市三祥食品酿造有限公司生产的 1批次甜

面酱，氨基酸态氮检出值为 0.039g/100g，标准规定为不小于 0.3g/100g。检验机构为河南

广电计量检测有限公司。该产品涉嫌假冒。 

6.南阳市宛城区乐购生活广场销售的标称孟州市港乐罐头食品厂生产的 1批次糖水桃

罐头，柠檬黄检出值为 0.0034g/kg，标准规定为不得使用；日落黄检出值为 0.0024g/kg，

标准规定为不得使用。检验机构为河南省口岸食品检验检测所。 

7.博爱县好又多超市销售的标称郑州喜利多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1批次乐芙蛋糕，菌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4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7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77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9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8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01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0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0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3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6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9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7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7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7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7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24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84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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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总数检出值为 27000CFU/g、24000CFU/g、24000CFU/g、27000CFU/g、18000CFU/g，标准

规定为 5次检验结果不超过 100000CFU/g且至少 3次检验结果不超过 10000CFU/g。检验机

构为鹤壁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8.河南世纪联华超市有限公司长江路店销售的标称河南果遇仁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1

批次果遇仁（奶香味花生），二氧化硫残留量检出值为 0.24g/kg，标准规定为不得使用。

初检机构为河南省口岸食品检验检测所，复检机构为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9.三门峡星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星舟购物广场销售的标称天津市三祥食品酿造有限公

司生产的 1批次天津甜面酱，糖精钠（以糖精计）检出值为 0.118g/kg，标准规定为不得

使用；氨基酸态氮检出值为 0.17g/100g，标准规定为不小于 0.3g/100g。检验机构为河南

广电计量检测有限公司。该产品涉嫌假冒。 

10.河南美廉家商贸有限公司荥阳分公司销售的标称禹州市康力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1 批次妈咪蛋糕（奶香味），纳他霉素检出值为 39.3mg/kg，标准规定为小于 10mg/kg。检

验机构为鹤壁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二、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针对抽检发现的问题，对于不合格样品涉及外省生产

单位的，已按规定移送相应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进行调查处理；对于不合格样品涉及省

内生产经营单位的，已要求郑州、开封、新乡、焦作、濮阳、许昌、三门峡、南阳、永城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涉及单位依法处理，责令查清不合格产品的批次、数量、流向，召回

不合格产品，采取下架等措施控制风险，分析原因进行整改，并依法予以查处。 

 

特别提醒广大消费者，注意饮食安全，遇到食品安全问题，请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监督，

拨打 12331投诉举报电话进行投诉或举报。 

附件： 

1. 本次检验项目.docx 

2.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 20181107.xls 

3.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 20181107.xls 

罐头产品不合格信息 

序

号 

标称生产

企业名称 

被抽样单位

名称 
食品名称 

规格

型号 
商标 

生产日期/

批号 

不合格项目

║检验结果

║标准值 

分

类 

检验

机构 

6 

孟州市港

乐罐头食

品厂 

南阳市宛城

区乐购生活

广场 

糖水桃罐

头 

1250

克/

瓶 

合家乐+

图形 
2018-07-01 

柠檬黄║

0.0034g/kg

║不得使用；

罐

头 

河南

省口

岸食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7.html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811/07/16-49-23-19-940446.docx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811/07/16-49-32-54-940446.xls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1811/07/16-49-41-86-940446.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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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黄║

0.0024g/kg

║不得使用 

品检

验检

测所 

【来源：河南省食药监局】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952 批次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的通告（2018年

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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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现将我局

近期执行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本次通告的监督抽检信息，涉及粮食加工品、食用农产品、糕点、饮料、食品添加剂 、

调味品、罐头、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茶叶及相关制品、糖果制品、蔬菜制品、速冻食品

和餐饮食品等 13类食品 9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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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批次、不合格样品 21批次。检验项目、合格及不合格样品信息详见附件。 

二、不合格产品情况 

一、连云区海香情酒楼使用的标称连云港同鑫餐具消毒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次性餐具套

碗，生产日期为 2018-08-25，大肠菌群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连云港

市质量技术综合检验检测中心。 

二、连云区镇宏大酒店使用的标称连云港同鑫餐具消毒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次性餐具套

碗，生产日期为 2018-08-25，大肠菌群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连云港

市质量技术综合检验检测中心。 

三、特易购商业（江苏）有限公司南通工农分公司销售的标称东海县老乡好食品有限

公司生产的麻辣花生，生产日期为 2018-06-08，霉菌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

机构为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四、特易购商业（江苏）有限公司南通工农分公司销售的标称东海县老乡好食品有限

公司生产的酒鬼蚕豆，生产日期为 2018-06-27，酸价(以脂肪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规定。检验机构为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五、南通润茂商业有限公司销售的标称南通荣诚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脆香居奶香味脆

饼，生产日期为 2018-06-01，过氧化值(以脂肪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

构为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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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标称南京波尔纯净水有限公司生产的波尔包装饮用水（饮用纯净水），生产日期为

2018-06-22，铜绿假单胞菌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江苏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动植物与食品检测中心。 

七、南京市六合区梓恒食品经营部销售的标称夏邑县江海食品厂生产的糖水板栗（罐

头），生产日期为 2017-10-16，二氧化硫残留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

为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植物与食品检测中心。 

八、南京市六合区梓恒食品经营部销售的标称天津市蓟县津京食品厂生产的栗子罐头，

生产日期为 2018-01-27，二氧化硫残留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初检机构为江苏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植物与食品检测中心，复检机构为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 

九、苏果超市（南通）有限公司销售的标称南通普利达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麻圆（糕

点），过氧化值(以脂肪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生产日期为 2018-07-21，检验

机构为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十、苏果超市（南通）有限公司销售的标称南通普利达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麻糕（糕

点），生产日期为 2018-07-21，酸价(以脂肪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

为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十一、苏果超市（南通）有限公司销售的标称南京馋丫头进出口有限公司委托南京果

王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琥珀核桃，生产日期为 2018-05-28，过氧化值(以脂肪计)不符合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初检机构为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复检机构为南京市食

品药品监督检验院。 

十二、标称盐城特丽洁纯净水有限公司生产的特丽洁纯净水，生产日期为 2018-06-27，

铜绿假单胞菌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国家轻工业食品质量监督检测南

京站。 

十三、标称宿迁市雪龙面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小麦粉，生产日期为 2018-06-15，脱氧雪

腐镰刀菌烯醇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十四、金坛区华城永泽超市销售的标称江阴市福旺记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肉松慕斯蛋

糕，生产日期为 2018-06-17，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

乙酸计)和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规定。检验机构为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十五、宿迁普玛特商业有限公司销售的鲫鱼，生产日期为 2018-07-05，恩诺沙星(以

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江苏出入境检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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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局动植物与食品检测中心。 

十六、江苏雅家乐集团有限公司盐城城南新区兴业路店销售的开口笑糕点，生产日期

为 2018-03-10，霉菌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国家轻工业食品质量监督

检测南京站。 

十七、沭阳县月星家居苏润新城购物中心销售的蟹园大米，生产日期为 2018-02-06，

铅（以 Pb 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十八、淮安市大润发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带皮前腿肉，生产日期为 2018-07-07，恩诺

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江苏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动植物与食品检测中心。 

十九、高新区花果山街道山海阁饭店使用的筷子，生产日期为 2018-08-27，阴离子合

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连云港市

质量技术综合检验检测中心。 

二十、高新区花果山街道富瑞祥饭店使用的筷子，生产日期为 2018-08-28，阴离子合

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连云港市

质量技术综合检验检测中心。 

二十一、盐城市盐都区世纪华联超市学富加盟店销售的标称泗洪县明亮食品饮料厂生

产的盐汽水饮料（柠檬味），生产日期为 2018-07-18，二氧化碳气容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针对监督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我局已要求企业所在地南京、无锡、常州、盐城、

南通、连云港、宿迁、淮安、泰州、等设区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开展核查处置，督促食品生

产经营者采取下架封存、召回不合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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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设区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应于通告发布之日起 7日内，向社会公布风险

控制措施，3 个月内向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报告查处情况并向社会公布。 

特别提醒消费者，如购买到或在市场上发现公告的不合格批次食品，请拨打 12331投

诉举报热线进行投诉或举报。 

特此公告。 

4.关于部分检验项目说明.docx 

3.合格产品信息.xlsx 

1.本次检验项目.docx 

2.不合格产品信息.xlsx 

http://gsj.jiangsu.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362fc0c7b6334e28bbffd655f4cf8968.docx
http://gsj.jiangsu.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6a81b87bb2d84ac8819612650a2dcebd.xlsx
http://gsj.jiangsu.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312671b96dd6425bacf1c0c308f6a935.docx
http://gsj.jiangsu.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ebf042d654414a41aa390c857d1fa331.xlsx
http://gsj.jiangsu.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362fc0c7b6334e28bbffd655f4cf8968.docx
http://gsj.jiangsu.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6a81b87bb2d84ac8819612650a2dcebd.xlsx
http://gsj.jiangsu.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312671b96dd6425bacf1c0c308f6a935.docx
http://gsj.jiangsu.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ebf042d654414a41aa390c857d1fa331.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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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11月 7日 

【来源：江苏省食药监局】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公布 2018 年第 44期省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信息的公告（2018年 第 92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等规定，现将我局开展本

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相关信息公布如下： 

本次公告的监督抽检信息涉及 11大类食品，包括：肉制品、乳制品、饮料、方便食品、

饼干、罐头、冷冻饮品、速冻食品、薯类和膨化食品、糖果制品、茶叶及其相关制品等。

抽检样品共计 851批次，其中合格 844批次、不合格 7批次。不合格样品为肉制品 2批次

（不合格项目：山梨酸、胭脂红），饮料 3批次[不合格项目：亚硝酸盐（以 NO2 计）]，

方便食品 1批次（不合格项目：菌落总数），罐头 1批次[不合格项目：铬（以 Cr计）]，

样品信息详见附件。 

对上述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我局已要求相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及时对不合格食

品及其生产经营者进行调查处理，依法查处，进一步督促企业履行法定义务，并将相关情

况记入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信用档案。查处情况由企业所在地负责案件查办的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按规定公开。 

特别提醒消费者，如购买或在市场上发现公告所列的不合格食品时，请拨打食品安全

投诉举报电话 12331进行投诉举报。 

特此公告。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11月 14日 

（公开范围：主动公开） 

附件： 

食品抽检合格-20181114-罐头.xls 

食品抽检不合格-20181114-罐头.xls 

 

 

http://www.shfda.gov.cn/Attach/Attaches/201811/201811140301599554.xls
http://www.shfda.gov.cn/Attach/Attaches/201811/201811140302016174.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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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头产品抽检不合格名录 

序

号 

标称生产企

业名称 

被抽样单

位名称 

食品

名称 

规格型

号 
商标 生产日期/批号 

不合格项目║

检验结果║标

准值 

检验

机构 

1 

上海利给尔

食品有限公

司  

上海普陀

第一食品

商店销售

有限公司  

春笋

酱爆

肉  

220g/瓶  / 2018-05-29 

铬(以 Cr计)

║5.18mg/kg

║≤1.0mg/kg 

上海

市食

品药

品检

验所 

【来源：上海市食药监局】 

 

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2018 年第 48 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的通

告 

近期，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抽检了粮食加工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调味品、肉制品、乳制品、饮料、方便食品、饼干、罐头、冷冻饮品、速冻食品、薯类和

膨化食品、糖果制品、茶叶及相关制品、酒类、蔬菜制品、水果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

品、蛋制品、水产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糕点、豆制品、蜂产品、餐饮食品、食品添加

剂、食用农产品 27大类食品 2410批次样品，抽样检验项目合格样品 2400 批次，不合格样

品 10批次。检验项目等具体情况见附件。具体情况通告如下： 

一、不合格产品情况 

1.永城金博大购物广场有限公司销售的标称永城永蒙粉条加工部生产的 1批次精制鲜

土豆粉，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 Al计）检出值为 1483mg/kg，标准规定为不大于 200mg/kg。

检验机构为河南省口岸食品检验检测所。 

2.长葛市保盛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标称濮阳市大大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1批次蒸蛋糕

（黑米味），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检出值为 1.15，标准

规定为不大于 1。初检机构为鹤壁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复检机构为河南省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院。 

3.南阳市百万福商贸有限公司诚发店销售的标称开封市豫香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1批

次豫开老抽王酿造酱油，氨基酸态氮（以氮计）检出值为 0.032g/100mL，标准规定为不小

于 0.40g/100mL。检验机构为河南省口岸食品检验检测所。 

4.河南世纪联华超市有限公司长江路店销售的标称河南果遇仁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1

批次果遇仁（五香味花生），二氧化硫残留量检出值为 0.32g/kg，标准规定为不得使用。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4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7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77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9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8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01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0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0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3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6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9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7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7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7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7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24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84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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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检机构为河南省口岸食品检验检测所，复检机构为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5.新乡市高新区美特好超市销售的标称天津市三祥食品酿造有限公司生产的 1批次甜

面酱，氨基酸态氮检出值为 0.039g/100g，标准规定为不小于 0.3g/100g。检验机构为河南

广电计量检测有限公司。该产品涉嫌假冒。 

6.南阳市宛城区乐购生活广场销售的标称孟州市港乐罐头食品厂生产的 1批次糖水桃

罐头，柠檬黄检出值为 0.0034g/kg，标准规定为不得使用；日落黄检出值为 0.0024g/kg，

标准规定为不得使用。检验机构为河南省口岸食品检验检测所。 

7.博爱县好又多超市销售的标称郑州喜利多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1批次乐芙蛋糕，菌

落总数检出值为 27000CFU/g、24000CFU/g、24000CFU/g、27000CFU/g、18000CFU/g，标准

规定为 5次检验结果不超过 100000CFU/g且至少 3次检验结果不超过 10000CFU/g。检验机

构为鹤壁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8.河南世纪联华超市有限公司长江路店销售的标称河南果遇仁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1

批次果遇仁（奶香味花生），二氧化硫残留量检出值为 0.24g/kg，标准规定为不得使用。

初检机构为河南省口岸食品检验检测所，复检机构为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9.三门峡星舟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星舟购物广场销售的标称天津市三祥食品酿造有限公

司生产的 1批次天津甜面酱，糖精钠（以糖精计）检出值为 0.118g/kg，标准规定为不得

使用；氨基酸态氮检出值为 0.17g/100g，标准规定为不小于 0.3g/100g。检验机构为河南

广电计量检测有限公司。该产品涉嫌假冒。 

10.河南美廉家商贸有限公司荥阳分公司销售的标称禹州市康力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1 批次妈咪蛋糕（奶香味），纳他霉素检出值为 39.3mg/kg，标准规定为小于 10mg/kg。检

验机构为鹤壁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二、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针对抽检发现的问题，对于不合格样品涉及外省生产

单位的，已按规定移送相应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进行调查处理；对于不合格样品涉及省

内生产经营单位的，已要求郑州、开封、新乡、焦作、濮阳、许昌、三门峡、南阳、永城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涉及单位依法处理，责令查清不合格产品的批次、数量、流向，召回

不合格产品，采取下架等措施控制风险，分析原因进行整改，并依法予以查处。 

特别提醒广大消费者，注意饮食安全，遇到食品安全问题，请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监督，

拨打 12331投诉举报电话进行投诉或举报。 

特此通告。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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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头产品抽检不合格名录 

标称生产

企业名称 

被抽样单

位名称 

食品 

名称 

规格

型号 
商标 

生产日期/

批号 

不合格项目║ 

检验结果║ 

标准值 

分

类 

检验

机构 

备

注 

孟州市港

乐罐头食

品厂 

南阳市宛

城区乐购

生活广场 

糖水桃

罐头 

1250

克/瓶 

合家乐+图

形 
2018-07-01 

柠檬黄║ 

0.0034g/kg║ 

不得使用；日

落黄║ 

0.0024g/kg║ 

不得使用 

罐

头 

河南

省口

岸食

品检

验检

测所 

  

【来源：河南省食药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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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解读】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罐头与美食 

罐头食品是指将符合要求的原料经处理、装罐、密封、杀菌、冷却，或无菌装罐，并

达到商业无菌要求，通常无需添加防腐剂便可在常温下长期保存的食品。罐头食品起源于

19 世纪初，法国拿破仑的军队为确保食物供给的需求，在重金悬赏下，法国人阿培尔发明

出一种可以使食品长时间保持不变质的加工工艺，后由军用转民用并逐渐普及延续至今。

然而并非装在密封容器的食品都可以称为罐头食品，如瓶装调味酱、蜂蜜、罐装奶粉等均

不属于罐头食品。 

 

一、罐头食品无需添加防腐剂，便可实现较长保质期 

罐头食品严格按照其加工工艺生产，无需添加防腐剂，即可实现较长的保质期，主要

依靠以下三个关键点。 

1.含氧量低。通过加热排气、抽真空或充氮气、氮气和二氧化碳混合气体等，极大地

降低食品和容器中氧气的含量，使容器内潜在的微生物生长处于停滞状态。 

2.密封严密。阻断容器外的空气（氧气）或微生物进入容器内的通路。 

3.热力杀菌。使容器内潜在的微生物因受热处理、物理作用或化学作用而死亡。通常，

水果类罐头呈酸性，故采用低温（100℃以下）杀菌，蔬菜、畜禽、水产动物类罐头为低酸

性食品，故采用高温（100℃以上）杀菌。 

 

二、罐藏食品包装容器的五要点 

由于罐头加工工艺的特殊性，罐头食品对产品包装容器的要求甚高，容器必须符合以

下五个要点。 

1.安全无毒：由于罐头容器与食品直接接触，必须无毒，以保证食品安全。 

2.耐腐蚀性：由于罐藏食品都有一定的营养成分、盐类、有机物质等，在高温杀菌的

过程中易分解，从而加剧对容器的腐蚀，为了保证食品能长期保存，容器必须具有良好的

耐腐蚀性能。 

3.密封性好：微生物是促使食品腐败的主要原因，作为食品保藏容器，必须具有可靠

的密封性能，使食品杀菌后不再因外界微生物污染而引起变质。 

4.携带方便：外形适宜，应具有一定强度，便于运输。 

5.适于工业化生产：罐藏食品的生产工艺决定容器应能承受各种机械加工，符合工厂

http://news.foodmate.net/tag_61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61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52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76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57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2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2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4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8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2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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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自动化生产的要求。 

 

三、选购罐头应留意产品包装和观察产品形态 

由于罐头食品有金属包装、玻璃瓶包装、软包装等包装形式，正常的金属罐应外形完

整，不变形，不破损，无锈点，底盖向内凹；玻璃瓶罐头的金属盖中心应为略向下凹陷，

透过瓶身观看其内容物应形态完整，汤汁清晰，无杂质。反之则不宜选购。 

 

四、罐头食品开罐后的保存方法 

肉、禽、水产动物类罐头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微生物容易生长繁殖，开罐后罐内的

肉质和汤汁与空气接触，很容易被空气中的微生物污染，如果一次吃不完而又没有正确地

存放剩余的罐头，会引起微生物的大量繁殖而导致罐头变质。果蔬类罐头一经打开，如果

罐头罐体采用马口铁材料，马口铁遇到空气后容易氧化，会破坏食物中的维生素 C，如果

不倒出放置冰箱保存，剩余的罐头可能会因微生物污染而变质，消费者若食用这样的肉类

或者果蔬罐头食品就会存在危险。因此，肉类或果蔬类罐头一经打开，如果一次吃不完，

剩余的罐头食品应该倒在搪瓷、陶瓷或塑料食品容器中，用保鲜膜封好暂存，或存放于冰

箱中，但仍需尽快吃完。糖酱类和果酱类罐头一次吃不完，则应该把罐口遮盖好或倒入其

它容器中，用保鲜膜封好，在 2-3天内吃完（秋冬季节可多储存几天），因这类罐头糖度一

般都在 40%-65%，具有防腐作用，不易变质。这类罐头保存时，可将罐体覆盖并保证尽量

处于密封状态，或倒入其它带盖容器内，置于冰箱冷藏室保存即可，但也不宜久存不食。 

【来源：中国市场监管】 

 

《贵州省食品药品安全信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试行）》解读 

为推动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引导依法诚信从业，省局依据食品药品监

管法律、法规及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国发〔2014〕21

号）《贵州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和《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推

进食品药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食药监稽〔2015〕258号）等文件，制定了《贵

州省食品药品安全信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自 2018

年 5月 1日起施行，现就有关问题解读如下： 

 

一、《办法》中食品药品安全信用分级分类管理包括哪些内容？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57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63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6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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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食品药品安全信用信息归集、评价标准、信用信息修复、等级确定、分类管理、

信息披露、档案管理等内容。 

 

二、《办法》所称食品药品监管行政相对人包括哪些？ 

是指在辖区内从事食品（含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的生产、经营，化妆品的生产、

经营，药品、医疗器械的研制、生产、经营和使用者。 

 

三、《办法》中评价食品药品安全信用信息包括哪些？ 

基础信息、行政许可信息、监督检查信息、产品检验抽验信息、行政处罚信息及表彰、

奖励信息等。 

 

四、《办法》中行政相对人信用等级是如何划分的？ 

此《办法》中行政相对人信用等级分为四级：守信（A级）、基本守信（B级）、失信（C

级）、严重失信（D级）。 

 

五、信用信息如何查询？ 

一是公众可以通过登录省食品药品企业信用等级监管系统查询行政相对人的基本信息

和信用评价情况； 

二是行政相对人登录省食品药品企业信用等级监管系统经身份确认后可以查询自己的

全部信息； 

三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依职权登录省食品药品企业信用等级监管系统可以查询职责

范围内的相关信息。 

 

【来源：贵州省食药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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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动态】 

张茅：十三五末完成 300个重点消费品中外标准比对工作 

10月 14 日是第 49个世界标准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北京举行主题活动。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在主现场了解到，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国际标准化

组织（ISO）、国际电信联盟（ITU）将今年世界标准日的主题确定为“国际标准与第四次工

业革命”。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茅在现场发言时提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国家标准 3.7万

多项，覆盖了一、二、三产业和社会事业的各个领域。 

张茅表示，现有国家标准中部分领域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水平达到了 80%以上，

其中，有 200 多项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国家标准，正在为推广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落

实质量强国、制造强国的战略发挥着作用。 

张茅强调了当前工作的主要目标，包括：到 2020 年底前，新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开

展质量及效益评估的比例要从现在的 10%提升到 50%以上；到“十三五”末，要完成一千项

中国标准外文版的制订，完成三百个重点消费品标准、约五百项技术指标的比对工作；2020

年底前，主要消费品领域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从 86%提高到 95%以上。 

此外，国际标准化组织前主席张晓刚在发言时说，近年来中国标准化工作对国际标准

化贡献越来越大，“截至 2018 年 9月，中国已经担任了 58个 ISO技术机构的主席和副主席

的职务，承担了 78个 ISO 技术机构的秘书处，这些成绩是‘十二五’初期的一倍。中国主

导制订发布的国际标准 371 项，特别是近两年在 ISO提交和立项国际标准项目 200余项，

连续两年成为国际标准提案最多的国家之一。” 

张晓刚表示，“中国充分利用国际标准化平台和资源，在国际组织中推广中国标准，制

订国际标准，目前在 ISO 大家庭中中国的贡献已经上升到第四位。” 

活动现场颁发了 ISO“劳伦斯奖”与“卓越贡献奖”、IEC“爱迪生奖”和“1906奖”

以及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 

其中，ISO/TC8 船舶与海洋技术委员会获 2018 年 ISO“劳伦斯奖”奖，我国专家朱玉

平等七人获得 ISO卓越贡献奖。 

IEC托马斯·爱迪生奖由 IEC/TC61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技术委员会主席、中国家

用电器研究院副院长马德军获得，另有 15位专家获 IEC“1906奖”。 

在中国标准创新贡献精获奖名单中，电网通用模型描述规范等 59项标准获得中国标准

创新贡献奖和标准项目奖。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等4家单位和果德安等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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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路等 3人均获得奖项。 

【来源：国标委】 

美国拟修改加工蔬菜分级标准 

2018年 8月 16日，据香港贸发局网站消息，美国将修改青豆罐头、蘑菇罐头、泡菜

和绿橄榄的自愿性分级标准，相关方可于 10月 12 日前提交意见。分级标准是贸易商间的

通用工具，可用作农产品市场测定价值的手段。 

特别地，AMS（农产品销售局）建议青豆罐头、蘑菇罐头、泡菜标准中的术语“midget

（小产品）”用“petite（微小产品）”代替，绿橄榄标准则完全删除“midget（小产品）”

术语。AMS也建议采用单一术语代替双术语分级体系（双术语命名法），以说明青豆罐头、

蘑菇罐头、绿橄榄标准中的质量水平。分级标准也作出文字上的若干修改，以符合其它分

级标准作出的修改，从而达到一致性。 

【来源：厦门 WTO工作站】 

 

加拿大通报美国一家企业罐头产品不合格 

据加拿大食品检验局（CFIA）消息，近日加拿大食品检验局更新强制检查清单列表，

通报美国一家企业罐头产品不合格。 

具体通报情况如下： 

产品 

类型 
生产商 产品 

不合格 

原因 

强制检查

日期 

最近一次

退货日期 

通过

数量 

包装容

器描述 

罐头 

ALASKASEAFOODCO.INC.

（69）（CFN3023416）

（AK676） 

所有产

品 

包装完整

性 
2018-11-28 2018-11-28 0 

鱼蒸煮

袋（软

罐） 

【来源：食品伙伴网】 

 

加拿大通报拉脱维亚罐头产品不合格 

据加拿大食品检验局（CFIA）消息，2018年 9月 13日，加拿大食品检验局更新强制

检查清单列表，通报拉脱维亚罐头产品不合格。 

具体通报情况如下： 

产品

类型 
生产商 产品 

不合

格原

因 

强制检查

日期 

最近一次

退货日期 

通关

数量 

包装

容器

描述 

罐头 SIAZENTENESZIVJUKOMBINATSLTDFACTORY 所有 包装 2018-9-13 2018-9-13 0 鱼圆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6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5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5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27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8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8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54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5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6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6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5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6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61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6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6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5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6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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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完整

性 

罐 

罐头 SIAZENTENESZIVJUKOMBINATSLTDFACTORY ** 净重

测定 

2018-9-13 2018-9-13 0 -- 

【来源：食品伙伴网】 

 

澳大利亚加强进口食品安全体系 

2018年 9月 13日，据澳大利亚农业水资源部消息，澳大利亚将实施进口食品控制修

改法案。该修改法案将加强进口食品安全方面的基于风险的管理方法，以更好地保护消费

者健康，减少食品进口商的负担。其要点有： 

一、如果食品在边境检测不能充分保证食品安全，则要求提供食品安全管理证书 

二、要求所有进口商根据申请提供文件，证明进口食品的可追溯性，即沿着食品供应

链逐步前后溯源 

三、制定差异化实施规定，符合食品安全要求（适用于进口食品） 

四、扩大澳大利亚应急能力，如果对特定食品安全性没有把握，允许食品在边境存货

达 28天 

五、监督和管理新型、新出现进口食品的风险，采用不定期检验、检验和分析，周期

为 6个月 

六、加强对外国食品安全法规体系的认证，使其具有和澳大利亚食品安全体系等价的

体系。从经认证国家进口的食品应减少检验频率。 

更多详情参见：

http://www.agriculture.gov.au/import/goods/food/notices/ifn10-18 

【来源：海关总署】 

 

欧委会呼吁加强食品标签执法力度 

近日，欧委会呼吁欧盟成员国对食品标签工作采取更严格的执法力度和执法水平。欧

委会健康和食品安全代表称，“食品信息应对消费者健康、权益起到高水平的保护作用，让

消费者作出明智的购买选择、安全地享用食品，尤其要注意健康、经济、环境、社会道德

问题。”相关内容参见欧洲消费者组织（BEUC）的报告：《食品标签：贸易的方法--更诚实

地提供食品标签信息》。 

更多详情参见：

http://www.agriculture.gov.au/import/goods/food/notices/ifn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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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oodnavigator.com/Article/2018/07/16/EC-calls-for-stronger-food-la

belling-enforcement-actions 

【来源：海关总署】 

 

希腊已成为韩国最大的罐装桃子供应商 

希腊驻首尔大使馆经济和商业事务办公室进行的罐装桃子市场研究报告显示，

2005-2007年希腊桃罐头出口表现非常出色，但后来受到中国和泰国在低端市场的竞争压

力，以及南非和智利在高端市场的竞争，智利还与韩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2010年希腊出口几乎为零，但 2011年 7月欧盟与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完全扭转

了这一趋势，逐步取消了 50％的进口关税，在本年度进口税最终为零。 

到 2015 年，希腊出口值创历史新高，并继续快速增长，占韩国进口总量的 30％。在

2018 年的前七个月，希腊出口增长了 65.3％，市场份额增长了 37.8％，希腊目前在韩国

桃罐头供应商名单中排名第一。 

中国一直在稳步下滑，因为无论在质量还是价格方面都无法与希腊竞争，因为仍然要

支付 50％的进口关税。与此同时，南非和智利也出现了大幅下滑，无法提供韩国市场所需

的数量，而且供应质量差。与此同时，泰国也开始出现下滑趋势。 

【来源：第一食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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