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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制修订工作动态】 

特殊膳食领域标准目录汇总 

 

已报批标准目录（8 项） 

 

序

号 
标准/项目编号 标准名称 

国标/

行标 
备注 

1.  GB/T 22729-2008 海洋鱼低聚肽粉 国标 已发布 

2.  GB/T 23526-2009 食品中必需营养素添加通则 国标 已发布 

3.  GB/T 23788-2009 保健食品中大豆异黄酮的测定方法 高效液相色谱法 国标 已发布 

4.  GB/T 23789-2009 低钠食品 国标 已发布 

5.  QB/T 4707-2014 玉米低聚肽粉 行标 已发布 

6.  QB/T 4260-2018 水苏糖 行标 已发布 

7.  QB/T 4971-2018 婴幼儿配方乳粉行业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规范 行标 
已发布（全国食品发酵

标准化中心归口） 

8.  QB/T 5298-2018 小麦低聚肽粉 行标 已发布 

注：《婴幼儿配方粉企业良好生产规范》（GB/T 23790-2009）已废止并转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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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营养食品通则》（GB/T 24154-2009）已废止并转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运动营

养食品通则》（GB 24154-2015）。 

 

 

 

在研标准目录（6 项） 

 

序

号 
项目编号 标准计划名称 国标/行标 进度 备注 

1.  2017-1407T-QB 玛咖粉 行标 起草  

2.  2018-0066T-QB 叶黄素酯 行标 起草  

3.  2018-1574T-QB 食品中水苏糖的测定 行标 起草  

4.  2018-1587T-QB 大麦嫩叶粉 行标 起草  

5.  2018-1588T-QB 等渗食品 行标 起草  

6.  2018-1589T-QB 低嘌呤食品 行标 起草  

注：原有国标立项计划已暂停并转为食品安全标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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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动态】 

市场监管总局等 13 部门联合召开“百日行动”新闻发布会 

  4月 28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民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

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卫生健康委、广电总局、中医药局、药监局、网信办

等 13部门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联合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有关情况。 

  联合工作组办公室主任、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主要负责同志代表联合工作组进行

了情况通报。“百日行动”于 2019 年 1 月 8 日正式开始， 13 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针对六

个重点行业及领域、四类重点场所及区域和十类重点违法行为，开展为期 100天的执法专

项行动。截至 4月 18日，全国共出动执法人员 274.1万人次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

商品进行监督检查，其中检查社区、公园、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 28.2 万个，检查宾馆、酒

店等重点场所 38.3万个，检查“保健”类店铺 73.1万个，检查旅游景区、农村场镇、农

村集市、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 21.9 万个。开展行政指导、行政约谈 6.4万次，开展宣传

活动 19.1万次，开展协作执法 4.2 万次，清理虚假信息 9.7万条，整改网站、APP、公众

号 1428个，关闭网站、APP、公众号 3877个，撤销所涉直销产品备案 49个，吊销食品经

营许可证 54 户，吊销营业执照 90 户，捣毁制假售假窝点 465个。执法办案方面，全国共

立案 21152 件、案值 130.02 亿元、结案 9505 件、罚没款 6.64 亿元。移送司法机关案件

446 件。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 4.4 万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1.23 亿元。“百日行动”

开展以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先后 5次曝光了 100个典型案例。  

  联合工作组通报，经过 100天的联合整治，“保健”市场乱象得到有效遏制，但引发乱

象的隐患和一些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为有效进行源头治理，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从行动

一开始就研究建立长效监管机制。期间，征求了联合工作组成员单位，市场监管总局相关

司局，全国 4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建设兵团、计划单列市及副省级市“百日行动”

工作组意见，还通过发布公告的方式，广泛征集社会公众的意见建议。先后在北京、江苏、

上海等地与企业、行业协会、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召开座谈会，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建议。

共收到 546条意见建议，其中 47个地方意见建议 214条，社会公众意见建议 261条。  

  下一步，相关部门会继续共同努力，多措并举，持续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积极构

建共治、共建、共享社会综合治理体系，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一

是要延续现有的由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多部门联合的工作机制，加强协调力度、提升监管

效率，并将认真总结和梳理有关长效监管机制意见建议，进一步分解任务，落实到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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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认真搞好“百日行动”总结，提炼好措施、好经验、好做法，为今后工作积累经验。

并将认真开展“回头看”工作，适时组织抽查，或通过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部分重点地区暗

查暗访，确保行动成果有效保持；三是要继续加强监管执法和案件查办，持续对重点区域

和场所、重点行业和领域保持严密监控和监管执法，严防违法分子“躲风头”后“伺机出

动”，再次扰乱市场秩序、行业秩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并重点开展跨部门、跨区域重

大案件的统一部署和联合查办。四是要抓好科普及普法工作，积极发动新闻媒体、政府部

门、行业协会、社区等，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报刊杂志等，开展融媒体式的立体化、

密集型宣传，共同建立起健康科普和普法长效宣传机制，引导民众科学理性消费，提高自

我保护意识和法制维权意识。五是多方联动，通过打击违法、严格执法，净化市场环境、

优化营商环境，引起相关部门、地方和社会的关注，规范、引导和促进行业发展，更好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对健康养生的高层次、多元化需求。  

发布会上，相关部门司局负责同志回答了媒体提问。民政部负责同志介绍，“百日行动”

期间，各级民政部门重点对养老服务领域进行了排查整治，对全国所有养老机构和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严禁借养老服务名义或利用养老服务场所进行“保健”产品

虚假宣传、违规销售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进一步规范了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运营管理，普遍提高了入住老年人对“保健”产品虚假宣传的辨别能力。住房城乡建设部

负责同志表示，将立足行业职能，加强对广场、公园等户外场所市容环境的管理执法，并

将加强协调配合，强化联合执法，推进形成“保健”市场乱象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农业

农村部负责同志介绍，“百日行动”中，农业农村部门积极发挥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统筹

协调作用，齐心协力把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民生大事抓实抓好，开展整治工作。商务部负

责同志介绍，商务部在“百日行动”期间，积极配合做好“保健”市场乱象整治工作，深

入组织开展了对直销行业清理整顿等相关工作，净化了行业市场环境。文化和旅游部负责

同志表示，将结合旅游市场专项整治工作，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开展联合监管和

执法协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消费安全，保障旅游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卫生健康委

负责同志介绍了关于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修订进展情况。广电总局负

责同志表示，在“百日行动”期间，在全国广播电视广告领域扎实开展工作，下阶段还将

继续扎实开展“保健”市场广播电视广告相关整治工作，全力规范广告播出秩序，大力宣

传整治“保健”市场乱象有关决策部署，着力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中医药局负责同志表示，

在规范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方面一直采取多种措施予以监管，并将作为长期任务，通过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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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联合惩戒、加强正面宣传和引导等方式，持续推进。药监局负责同志提醒消费者注

意，医疗器械不是家用电器，并介绍了在购买医疗器械时的有关注意事项，提醒群众发现

违法行为可及时举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网信办表示将在下阶段积极配合开展相

关工作。  

 

 

 发布日期：2019 年 4 月 28 日 

【来源：市场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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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法》修订工作全面启动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召开《产品质量法》修订工作领导小组暨专家咨询委员会、评估起

草组第一次联席会议 

《产品质量法》修订工作全面启动 

  4月 24日，《产品质量法》修订工作领导小组暨专家咨询委员会、评估起草组第一次

联席会议在京召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

《产品质量法》修订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田世宏要求，要高质量推进《产品质量法》修订工

作，为质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提供更有力的法治保障。《产品质量法》修订工作专

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可明出席并讲

话。  

  田世宏指出，《产品质量法》修订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需要，是落实全

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结果要求的需要，是将政府机构改革成果纳入法制化管理的需要，

是促进质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他强调，《产品质量法》修订工作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

展理念，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着眼建设质量强国、推动高质量发展；以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为出发点，以筑牢产品安全底线、促进

产品质量提升为目标，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方向，

以落实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为根本，以创新监管机制、优化市场环境、完善责任体系为

重点，使《产品质量法》成为维护质量安全的重要保障、推动质量提升的有力支撑、创新

质量管理的有效规制，推动实现我国质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田世宏要求，修法工作要坚持政治引领，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制度创

新；坚持科学立法，完善治理体系；坚持民主立法，提高修法质量；兼顾好政府与市场、

继承与创新、权利与义务、质量法与其他法、国内与国际等五个关系。同时，要求当前要

着力做好评估调研、理论研究、协同配合三项工作。  

  胡可明在讲话中指出，《产品质量法》修订工作要注重总结经验，加强调查研究，在

群策群力的基础上不断统一认识，用高质量的修法工作为建设质量强国提供更多助力。  

会上，北京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两个评估起草组介绍了《产品质量法》实施情况评估

和立法起草工作方案，与会专家就《产品质量法》修订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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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19 年 4 月 25 日 

【来源：市场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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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发布《适老营养配方食品通则》团体标准 

 

各分支机构及有关单位： 

      根据《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的要求，由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科技成果

转化工作委员会、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营养与食品安全分会、中润利华（北京）营养科技有

限公司等多家单位参编的团体标准《适老营养配方食品通则》，经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组织

审查，批准发布丰，编号为 T/CGSS 004-2019，自 2019年 4月 23 日起正式实施，现予以

公告。 

      联系人:孙天池 13161308666 

      邮 箱：cgsbzhglb@163.com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 

2019年 4月 23日 

 

  

http://www.csres.com/detail/3274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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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实施《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重点任务分工（2019-2020

年） 

国市监标技〔2019〕8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有关部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 

经国务院同意，现将《贯彻实施〈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重点任务分工（2019－

2020 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市场监管总局 

2019年 4月 17日 

 

贯彻实施《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重点任务分工（2019-2020年） 

为贯彻实施《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协同有序推进标准化工作改革，确保第三

阶段（2019—2020年）各项重点任务落到实处，现提出如下分工。 

一、建立协同、权威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体制。按照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结论，加

快推进强制性标准整合、修订工作。除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另有规定的领域外，仍需在

全国范围内强制的有关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尽快整合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形成统一的强制

性国家标准体系。发布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强化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管理，

加强重要标准协调。建设公开透明、广泛参与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管理平台，实现标

准立项建议、立项公示、征求意见、实施信息反馈等“一站式”服务。建立强制性国家标

准实施情况统计分析报告制度。（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各有关部门、各省级人民政府按职

责分工负责） 

二、形成协调配套、简化高效的推荐性标准管理体制。组织制修订《国家标准管理办

法》、《行业标准管理办法》和《地方标准管理办法》，改革完善推荐性标准署名制度。

进一步优化标准体系结构，强化标准的整合和修订，强化新技术、新领域标准制定，瞄准

国际先进水平升级国家和行业标准，发挥标准的引领作用。加快建成统一的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立项协调、备案工作平台，进一步增强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协

调性。（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各有关部门、各省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引导规范团体标准健康发展。推进团体标准良好行为评价和第三方评估，合理应

用评价评估结果，促进团体标准制定范围更加合理、程序更加规范。进一步健全团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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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管理制度，加强团体标准化工作的指导和监管，加大对违法违规制定团体标准的查处

力度。深化团体标准试点和应用示范，促进团体标准更好满足市场和创新的需要，多措并

举培育一批有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团体标准制定机构。（市场监管总局、民政部牵头，

各有关部门、各省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充分释放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公开效应。进一步加强企业产品和服务标

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的实施，扩大公开标准的企业覆盖面。合理开发应用企业产品

和服务标准大数据，支持第三方机构基于公开数据发布企业标准排行榜，引导企业不断提

升标准水平进而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加快实施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在消费品等领

域推出一批企业标准“领跑者”，强化标准引领，营造“生产看领跑、消费选领跑”的氛

围。（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各有关部门、各省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提高标准国际化水平。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组织治理和重大政策规则制定，持续提

升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强化对我国担任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常任理事国成员代

表、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主席和国际电信联盟（ITU）秘书长等国际标准组织领导职务

的支撑与服务，更好地发挥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选派更多专家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到国

际组织任职。健全我国优势产业和创新技术向国际标准转化的机制，做好参与国际标准化

活动的组织、管理与服务，提升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的质量水平。积极参与 ISO未来发展

战略规划的制定，办好第 83届 IEC 大会，为国际标准化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抓

好《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各项任务落实，主动对接主

要贸易国标准化战略规划，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标准化交流与合作，通过相互认

可、相互采用、联合制定标准等多种形式推动中外标准体系兼容。瞄准国际标准，开展百

城千业万企对标达标提升专项行动。结合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进出口贸易以及援外

重大工程的需求，开展援外培训、中国标准外文版翻译和海外标准化示范区建设，拓展中

国标准海外应用范围。（市场监管总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各有关部门、

各省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扎实推进标准化军民融合。强化标准化军民融合制度建设，建立国防和军队建设

中采用民用标准制度，完善军民通用标准制修订程序，形成军民共商、共建、共享的标准

化工作模式。推进实施军民标准通用化工程，加强重点领域军民通用标准制定。推进军民

标准化信息资源共享，努力为军队和国防建设提供更加有效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信息

资源服务。依托现有标准化技术组织，汇聚军地专家资源，推动军民技术队伍共建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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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防科工局牵头，各有关部门

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提升标准化科学管理水平。健全科技创新与标准化互动支撑机制，建立健全科技

计划研究成果向标准转化的快速通道和长效机制。扩大科技成果转化为技术标准试点工作

范围，畅通科技成果转化为技术标准的渠道。加快布局一批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和国家

级标准验证检验检测点，逐步建立重要技术标准试验验证和符合性测试机制。建立完善标

准化与知识产权的互动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科技部牵头，各有关部门、各省级人民政

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优化标准立项审查评估，严把政府主导制定标准立项关。推进标准制修订过程信息公

开，加强标准制修订过程的社会监督。深入推进标准化信息资源整合共享，进一步压减国

家标准制修订周期，提升标准制修订效率和质量。实现标准复审、修订机制化、常态化。

（市场监管总局、各有关部门、各省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强化标准实施与监督。优化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全面实现行业标准、地方标

准文本向社会免费公开，为广大企业、消费者实施应用标准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创

新标准宣传和贯彻推广模式，加强标准普及宣传，促进全社会知标准、用标准、守标准。

积极开展标准化试点示范，推动全社会运用标准化方式组织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促

进标准有效实施。畅通标准实施信息反馈渠道，开展标准实施情况分析处理和监督检查。

组织开展重点领域标准制定的监督和标准实施效果评估，依法处理违法制定标准的行为，

倒逼标准质量水平的提升。加强标准实施监督执法，依法加大对违反强制性标准行为的监

督处罚力度。（市场监管总局、各有关部门、各省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大力实施标准化法。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入开展普法宣传，

做好解疑释惑，增强社会各界对标准化法的理解，确保法律规定落实落地。（市场监管总

局牵头，各有关部门、各省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全面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配套法规规章制度的制修订，加快健全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等方面的管理制度，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

律新设制度，增强法律规定的可操作性，逐步完善《标准化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

管总局、各有关部门、各省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深化地方标准化综合改革。大力推广浙江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经验，推

进山西、山东、江苏、广东等地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为各地标准化综合改革提供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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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模式。紧贴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制定具有地域特色、资源禀赋优势的地方标

准，以高标准引领提升区域发展质量和水平。稳步推进设区的市开展地方标准制定工作，

进一步健全标准化协调推进机制，加强地方标准化工作的统筹协调。加强基层标准化机构

和人员队伍建设。（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各有关部门、各省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一、加强标准化人才队伍建设。强化标准化教育培训顶层设计，组织编制标准化教

育培训系列教材。推进标准化学历教育，支持和鼓励更多高校开设标准化课程、方向或专

业。强化干部标准化知识培训，推动标准化课程更多走进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

拓展标准化职业教育，以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为手段开发在线教育课程。探索开展标准化

中小学科普教育，提高全社会标准化意识，普及标准化理念。实施《国际标准化人才培训

规划（2016-2020 年）》，培养一批懂标准、懂业务、懂外语、懂规则的复合型国际标准

化人才。（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各有关部门、各省级人民

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二、加强标准化工作经费保障。各级财政应根据工作需要统筹安排标准化工作经费，

积极支持制定强制性标准和基础、通用等方面的重要推荐性标准以及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

等工作。（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各有关部门、各省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发布日期：2019 年 4 月 17 日 

【来源：市场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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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加强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生产监管工作 

 

  2019年 4月 11日至 12日，总局食品生产司在广东广州市召开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监

管工作研讨会，进一步分析研判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风险，研究加强婴

幼儿谷类辅助食品监管的工作措施，部署开展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生产企业重点监督检查

工作。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司市场稽查专员毕玉安出席会议并讲话。 

  毕玉安同志指出，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是婴幼儿营养来源的重要补充，婴幼儿谷类辅

助食品质量安全直接关系到亿万婴幼儿的身体健康、关系到千万家庭的和谐幸福、更关系

到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是总局和各级监管部门监管工作的重点。目前婴幼儿谷类辅助食

品安全监管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与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

较大的差距，保障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质量安全的监管任务依然艰巨。 

  毕玉安同志强调，各地要深入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监管的

规定》，继续加强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生产监管，组织开展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生产企业重

点检查，从持续保持食品生产许可条件情况、严格原料进货把关和出厂产品检验情况、营

养素及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情况、委托加工管理、建立管理质量管理体系及开展自查情况等

方面严格监管，切实保障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质量安全。 

  会议听取了各参会省（区、市）市场监管部门对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生产企业监管情

况的汇报，研究讨论了目前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进一步加强婴幼儿谷

类辅助食品监管的措施。 

  会议与会人员集体调研了亨氏联合有限公司，现场了解企业婴辅生产工艺、质量管理、

实验室检验等情况，并与企业相关管理人员、实验室人员等就加强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质

量安全控制等进行深入交流。 

  辖区内有婴幼儿谷类食品生产企业的 14个省（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处室负责

人及部分地市相关监管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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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19 年 4 月 16 日 

【来源：市场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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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公开征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 

 

  为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范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制度，根据《产品质

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对《产

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欢迎各有关单

位或个人提出修改意见，并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前反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意见：  

  1. 登陆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网址：http://www.chinalaw.gov.cn），进入

首页主菜单的“立法意见征集”栏目提出意见。   

  2. 登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网址：http://www.samr.gov.cn），通

过首页“互动”栏目中的“征集调查”提出意见。   

  3. 通过电子邮件将意见发送至：yixr@sac.gov.cn，邮件主题请注明“《产

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反馈意见”字样。   

  4.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 9号，市场监管总局马甸办公区产品质

量监督司，邮编 100088。请在信封注明“《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反馈意

见”字样。   

      

  附件 1：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附件 2：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修订说明 

  

 

                                                                市场监管总局  

  2019 年 4月 15日  

  

http://www.saic.gov.cn/hd/zjdc/201904/W020190415409844352442.docx
http://www.saic.gov.cn/hd/zjdc/201904/W02019041540984436813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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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征求《芝麻》《共轭亚油酸》《植物甾醇》《金枪鱼油》等 27 项标

准意见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芝麻》等 27 项粮食标准经研究、验证，已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公众可将意见反馈至附件中对应的分技术委员会（SC），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29 日。 

原粮及制品分技术委员会（SC1）秘书处：薛雅琳  

联系电话：010-58523652  

电子邮箱：tc270sc1@chinagrain.org  

油料及油脂分技术委员会（SC2）秘书处：张世宏 

联系电话：027-83910015 

电子邮箱：tc270sc2@163.com 

 

附件：1.《芝麻》文本及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SC2）  

   2.《粮油检验 大豆水溶性蛋白质含量的测定》文本及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SC2）  

   3.《动植物油脂 油脂透明度测定》文本及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SC2）  

   4.《粮油检验 粮食中镉的测定 胶体金快速定量法》文本及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SC1）  

   5.《粮油检验 粮食中铅的测定 胶体金快速定量法》文本及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SC1）  

   6.《花生油适度加工技术规范》文本及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SC2）  

   7.《粮油检验 粉末油脂丙醛与正己醛含量的测定》文本及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SC2）  

   8.《粮油检验 植物油脂中 3-氯丙醇脂肪酸酯的快速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文本及

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SC2）  

   9.《粮油检验 苦杏仁苷含量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文本及编制说明（征求意见

稿）（SC2）  

   10.《粮油检验 植物油中蜡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测定法》文本及编制说明（征求意

见稿）（SC2）  

   11.《粮油检验 植物油脂中缩水甘油脂肪酸酯测定》文本及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SC2）  

   12.《光皮梾木果》文本及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SC2）  

   13.《光皮梾木果油》文本及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SC2）  

   14.《光皮梾木果饼（粕）》文本及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SC2）  

   15.《亚麻木酚素》文本及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SC2）  

   16.《油用杏仁》文本及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SC2）  

   17.《中长链脂肪酸食用油》文本及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SC2）  

   18.《1,3-二油酸-2-棕榈酸甘油三酯》文本及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SC2）  

   19.《共轭亚油酸》文本及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SC2）  

   20．《共轭亚油酸甘油酯》文本及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SC2）  

   21.《植物甾醇》文本及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SC2）  

   22.《植物甾醇酯》文本及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SC2）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1c981c0fc1c14630989bc46865919e48.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a16551f9bdde429fb75ac5a5ad6ec84b.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15a235bd5ea84f84ba43a617e3dbee4f.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917e3b363b804dcf88331928fcd9f932.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917e3b363b804dcf88331928fcd9f932.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abb5d0784db74f63b6a1690a53dadb9c.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abb5d0784db74f63b6a1690a53dadb9c.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fd55d615f5e1496e9012ca29dc1dec0c.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0e8dbda8d63d4248869a76444fb2871e.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0e8dbda8d63d4248869a76444fb2871e.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bb74e752f19c4128a6bbfc4615f7b404.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bb74e752f19c4128a6bbfc4615f7b404.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a3bd4fd681724ae8af738124ec29b66b.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a3bd4fd681724ae8af738124ec29b66b.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f6e39c8ffb18468583a3a8e5befcadca.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f6e39c8ffb18468583a3a8e5befcadca.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78119a7d37c34ab381f15706337571b1.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78119a7d37c34ab381f15706337571b1.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f3526443a93747579a09d712441aacf1.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ae4488ed64264c83ba175c34b7b7742f.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874285a2afa64a4abababfb2ff1c89ba.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5c12fd1eb9604eaeaaadca23534b4dbd.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495253fb99d14f6e846dc0bbdc2ed1d0.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b2e3a016320648aca3035c499ef1c764.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2bdca8ebea304e259a000502295772db.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d25f9dade9f94836b15d0ed8c445f8b7.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02df5d0c43a94b60aa228f73e7fda5f0.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53ed4c7905e94216af8e86bb0321e252.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ed2fdd2a0caa4761aefd101ff072ee1d.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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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油用椰子干》文本及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SC2）  

   24.《椰子饼粕》文本及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SC2）  

   25.《金枪鱼油》文本及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SC2）  

   26.《沙丁鱼油》文本及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SC2）  

   27.《高油酸花生油》文本及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SC2）  

   28.意见汇总处理表 

 

 

 

 发布日期：2019 年 4 月 11 日 

【来源：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c3a23792c9e14469845d20925b77c44c.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be5db95530da4f72986c6b454d8779a8.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4f586dfed6a1470cb251175cec097f70.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4c3051248fd64b2aa008e2b77d1a93e6.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d801fbd6a18b4fdeb419b6ac21aef05e.rar
http://www.lswz.gov.cn/html/zmhd/yjzj/2019-04/11/244038/files/6a4a6ef879ff41e48f5a9ae3933ebadc.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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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WTO 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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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9 年 4 月 4 日 

                                                【来源：食品标法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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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征求《保健食品毒理学评价程序（征求意见稿）》等意见 

  2018年 7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宣布失效第三批委文件的决定》（国卫办发

〔2018〕15号），宣布《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2003年版）失效。此后检验机

构受理的以《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2003年版）为检验依据的检验（试验）报

告，已不能作为保健食品注册的技术审评依据。  

  鉴于该规范已失效且原依据的法律法规标准已经发生变化，为切实加强保健食品检验

与评价技术工作的管理，进一步提高相关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提升消费者食用安

全、健康权益技术保障能力和标准，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国家食品安全评估和检验机构、医

疗机构和大学院校等权威技术机构，依据现有的法律法规标准，启动了对《保健食品检验

与评价技术规范》进行全面制修订的工作，现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有序加快制修订工

作，遵循“基础通用优先，成熟内容优先”的原则，相关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将陆续对外

征求意见。保健功能评价技术规范制修订工作将与保健功能调整工作相衔接。 

  根据上述工作原则，现公开向社会征求《保健食品毒理学评价程序（征求意见稿）》、

《保健食品用菌种致病性评价程序（征求意见稿）》意见和建议。欢迎相关单位和个人提

出意见和建议，并请于 2019年 5月 4日前，将《意见反馈表》（附件 3）通过电子邮件反

馈至 gkzqyj126@126.com。  

     

  附件：1.《保健食品毒理学评价程序（征求意见稿）》 

     2.《保健食品用菌种致病性评价程序（征求意见稿）》 

     3.意见反馈表  

  

  

市场监管总局  

2019年 4月 4日   

mailto:gkzqyj126@126.com
http://www.saic.gov.cn/tssps/tzgg/201904/W020190408576673513580.docx
http://www.saic.gov.cn/tssps/tzgg/201904/W020190408576673521885.docx
http://www.saic.gov.cn/tssps/tzgg/201904/W020190408574468939908.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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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动态】 

市场监管总局通告〔2019 年第 14 号〕发布两批次特膳食品不合格信息 

〔2019 年 第 14号〕 

  近 期 ， 市 场 监 管 总 局 组 织 食 品 安 全 监 督 抽 检 （ 产 品 抽 检 结 果 可 查 询

http://sac.nifdc.org.cn/），发现 4类食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水产制品，食用

农产品，特殊膳食食品）8 批次样品不合格，涉及有机污染物、微生物、农兽药残留、重

金属污染等指标。现将具体情况通告如下： 

  一、有机污染物问题 

  天猫春上垅旗舰店（经营者为甘肃省陇南市徽县春上垅土特产有限责任公司）在天猫

（网站）销售的标称甘肃省陇南中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亚麻籽油（二级），苯并［a］

芘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国家肉类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二、微生物指标问题 

  天猫糖糖屋零食物语食品专营店（经营者为南京糖糖屋零食物语食品有限公司）在天

猫（网站）销售的标称南京十喜坊贸易有限公司委托连云港浩瑞食品有限公司制造的浅间

巴旦木夹心海苔，菌落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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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农兽药残留问题 

  （一）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福州上渡超市销售的鸡肉（半边天竹林土鸡），经

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检验发现，其中呋喃西林代谢物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福州上渡超市对检验结果提出异议，并申请复检；经福建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复检后，维持初检结论。 

  （二）长沙市岳麓区易雪江蔬菜店销售的豇豆，克百威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检验机构为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长沙市岳麓区爱赏水果店销售的桔子，丙溴磷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检验机构为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重金属污染问题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祥云市场田永朴海鲜店销售的梭子蟹，镉（以 Cd计）不符合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其他指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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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猫百乐麦旗舰店（经营者为青岛百乐麦食品有限公司）在天猫（网站）销售的标称

青岛百乐麦食品有限公司委托青岛君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原味钙铁锌阶段面和黑米

核桃燕麦阶段面，钠检出值低于产品包装标签明示值的 80%。检验机构为黑龙江省质量监

督检测研究院。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市场监管总局已责成相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予以查

处。江苏、山东、甘肃等省市场监管部门已督促食品生产企业查清产品流向，召回不合格

产品，分析原因进行整改；江苏、福建、山东、湖南、甘肃等省市场监管部门已督促食品

经营环节有关单位立即采取下架等措施控制风险；湖南省市场监管部门已督促食用农产品

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查清进货渠道、产地等信息并向相关部门报告，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对

不合格产品立即采取停止销售等措施控制风险；浙江省市场监管部门已督促网络食品交易

平台依法采取风险控制措施。以上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应按规定的时限和要求，将采取的风

险防控措施和核查处置情况，及时向市场监管总局报告并向社会公布。 

  特此通告。 

  附件：1. 部分不合格项目的小知识 

              2.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 

              3.水产制品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 

              4.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 

              5.特殊膳食食品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 

                                                                                                                                           市场监管总局 

                                                                                                                                       2019年 4月 28日 

 

（特膳食品部分节选）

http://gkml.samr.gov.cn/nsjg/spcjs/201904/W020190429622260940089.docx
http://gkml.samr.gov.cn/nsjg/spcjs/201904/W020190429622260941084.xlsx
http://gkml.samr.gov.cn/nsjg/spcjs/201904/W020190429622260951445.xlsx
http://gkml.samr.gov.cn/nsjg/spcjs/201904/W020190429622260958371.xlsx
http://gkml.samr.gov.cn/nsjg/spcjs/201904/W020190429622260957323.xlsx


 

附件 5 

特殊膳食食品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 

序

号 

标称生产企

业名称 
标称生产企业地址 

被抽样单

位名称 
被抽样单位地址 样品名称 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

批号 
商标 

不合格

项目 

检验

结果 

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要求 

产品包装标

签明示值 
检验机构 

1 

被委托方：青

岛君盛食品

股份有限公

司；委托方：

青岛百乐麦

食品有限公

司 

被委托方地址：山东

省青岛市城阳区铁骑

山路 398 号；委托方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

市南区山东路27号港

澳大厦 1301 室 

天猫百乐

麦旗舰店 

https://detail.tmal

l.com/item.htm?

_u=131r14ep39c

b&id=42705042

349 

黑米核桃燕

麦阶段面 

240g（6 袋

分装）/盒 
2018/9/4 

百乐麦+

图形商标 
钠 

0.158

mg/1

00kJ 

≤

24.0mg/10

0kJ 

1.3mg/100k

J 

黑龙江省质

量监督检测

研究院 

2 

被委托方：青

岛君盛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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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公布 25 项保健食品、营养食品等“百日行动”执法典型案例 

 

  一、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查处璀康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虚假宣传案 

  基本案情：当事人组织消费者参与免费体验，利用课件进行宣讲，体验结束后再赠送

小礼品。宣讲内容中称其经营的可喜安温热电位治疗仪具有“治疗老年人多发疾病（糖尿

病、风湿病、高血压等），预防疾病（中风、痴呆、癌症），延长寿命”的功效。经执法

人员查证，课件宣传内容与其医疗器械的注册登记表内产品适用范围不一致。  

  法律依据及处罚：当事人夸大宣传其经营的医疗器械功效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

争法》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第一款之规定，责令当事人

停止违法行为，处以 20万元罚款。  

  二、河北省唐山市查处利用“保健”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基本案情：1月 29日，陈某某等数十名群众报案称，陈某杰以购买“保健”品返还高

额利息为诱饵，向社会不特定群众进行虚假宣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案群众高达

800 余人，涉案金额 1.5 亿余元。执法部门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确定侦查方向。

经大量摸排走访，4月 15日上午，将犯罪嫌疑人陈某杰成功抓获。  

  案件进展：犯罪嫌疑人陈某杰对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犯

罪嫌疑人陈某杰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三、山西省太原市查处梁某兵等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基本案情：太原市公安机关抓获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嫌疑人梁某兵、梁某祥。涉

案保健食品“固本修夷”经太原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定：属于使用有毒、有害非食品

原料生产的保健食品。经查，犯罪嫌疑人梁某兵、梁某祥等人向北京、天津、河北等 31

个省、市、自治区大肆销售“固本修夷”等多种“保健”品，非法销售额达 700 余万元。  

  案件进展：犯罪嫌疑人梁某兵、梁某祥因涉嫌违反《刑法》第 144条被太原市公安机

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四、上海市查处马利来实业有限公司发布违法广告、未经认证在产品包装上标注“有

机”字样案  

  基本案情：当事人通过经营场所的广告牌、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刊、宣传折页、

公司月刊等途径发布公司以及经营产品包括 KI多醣体（固体饮料）、利来粥（固体饮料）

以及 KI谷蔬全餐（固体饮料）的宣传广告，并在食品广告中宣称产品具有“活化免疫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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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促进免疫系统正常化”、“中医治未病 慢病康复”、“KI 多醣体能深度解肝毒，活

化干细胞，让肝细胞再生所有慢性肝病包括乙肝大小三阳、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肝

腹水、肝癌都有调理好的成功案例”等疾病预防、治疗的功能。在宣传中使用最高级用语、

产品在未取得专利权的情况下，在广告中谎称取得配方专利权等，广告宣传内容多处存在

虚假宣传，与公司及产品实际情况不符合。另外，KI谷蔬全餐产品在未取得“有机”认证

的情况下，在产品外包装上宣传标注“有机”字样。  

  法律依据及处罚：当事人违反了《广告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项、

第（五）项、第十七条、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九条第 (三)项、《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

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依据《广告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八条第

一款第（二）项、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第五十条，

共处 50万元罚款。  

  五、上海市杨浦区查处韩某某等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基本案情：执法部门接到举报，反映有人冒用其名义生产、销售含有违禁物质西布曲

明的减肥咖啡，并通过淘宝、微店等电商平台销售，引发消费者不适。西布曲明是一种中

枢神经抑制剂，可以抑制食欲，进而达到减肥的效果，使用西布曲明可能会增加严重的心

血管风险，减肥的风险大于收益。早在 2010年 10月，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即宣

布国内停止生产、销售和使用西布曲明制剂和原料药，撤销其批准证明文件，已上市销售

的药品由生产企业负责召回销毁。  

  经前期摸排，市场监管部门会同公安部门一举捣毁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的生产加工窝点，

现场查获卷膜分包机 3台，混料机 1台，电子秤 2台，账簿 6本，非法添加西布曲明的“瘦

身咖啡”25箱，西布曲明原料 7桶，及大量标注假冒厂名、厂址的产品包装、标签及礼品

袋等 44箱涉案物资。据负责人韩某某交代，其无食品生产资质，为了所销售的瘦身咖啡能

够有更好的减肥效果，在生产过程中向咖啡原料内添加了西布曲明。   

  案件进展：因该案构成刑事犯罪，市场监管部门已将该案移送公安部门处理。目前公

安机关已在河南郑州、商丘等地抓获该团伙涉案犯罪嫌疑人 9名。  

  六、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查处王浪家纺用品经营部虚假宣传案  

  基本案情：根据举报，执法部门对当事人现场检查时发现其正在组织老年人进行体验

营销，并宣传自己所售的产品具有疾病治疗功能。经查，当事人销售的产品既不是医疗器

械也不是药品，均为普通家纺用品或家用电器产品。当事人在宣传时却明示或暗示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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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舒筋活血、镇痛化瘀、清洁血液血脂、改善前列腺、减缓痛风症状、改变风湿类风湿病

变、治疗肿瘤等疾病治疗功能，误导消费者。  

  法律依据及处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的规定，构成对其

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责

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处以 20万元罚款。  

  七、江苏省宜兴市查处广缘积德中医门诊有限公司虚假宣传、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

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案  

  基本案情：当事人通过打电话、熟人介绍、赠送小礼品的手段，招揽老年人以学习中

医知识的名义进行上课，授课现场通过播放视频宣传片和员工“医助”口头述说等形式宣

传当事人销售的“蜜制膏”为膏方，具有治疗各种疾病、调理身体的功效，且在现场聘用

强某某开展了中医针灸服务。经查，当事人销售的“蜜制膏”系普通预包装食品，强某某

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  

  法律依据及处罚：当事人对商品的性能、功能作虚假宣传，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八条之规定，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之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处

以 80万元罚款；当事人聘用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的强某某开展中医针灸服务的行为，违反

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之规

定，宜兴市卫健委对当事人作出罚款 0.3万元的行政处罚；强某某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开

展了中医针灸的行为，违反了《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宜兴市卫健委对强某某

作出罚款 1万元的行政处罚。  

  八、江苏省江阴市查处老兵医疗器械经营部销售标签标注虚假功效成分的保健食品及

虚假宣传案  

  基本案情：当事人销售的保健食品“纳豆红曲卵磷脂维 E胶囊”外包装标签标注的标

志性成分含量“每粒（净含量 280mg）纳豆激酶活性高达 2000FU”与其《国产保健食品批

准证书》载明的“标志性成分及含量：每 100g 中含纳豆激酶 428000FU”不相符合，且宣

称该产品具有“适用脑血栓、中风、脑供血不足等脑血管病患 、冠心病……人群”等功效，

当事人销售的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宏兴全脂羊奶粉”（25g/袋）在外包装上标注有“中

国国家武术散打队首席战略合作伙伴 中国国家武术散打队行业唯一使用产品”等宣传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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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依据及处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七十八

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广告法》第九条第（三）项、第十八条第（二）

项、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项等规定,执法部门合并作出没收违法所得 2.98

万元、罚款 120.84 万元的行政处罚。  

  九、浙江省湖州市查处涉嫌销售假药及有毒有害食品案   

  基本案情：湖州市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公安机关，区县联动，跨省打击，成功查处了陈

某、黄某等人涉嫌销售宣称具有壮阳功能的假药及有毒有害食品案。经初步查明，当事人

主要通过微信、支付宝、快递等方式从上家购入产品，逐级加价后对外进行销售。截至案

发，查获“鹿茸肾宝”、“顶级伟哥”及“每粒坚”等假药、有毒有害食品共 33 个品种

6180 盒（袋），共计 6 万余粒（瓶）。市场监管部门对查获的涉案产品送检，经检验检测，

相关产品均被检出含有“西地那非”、“他达拉非”等药物成分。  

  案件进展：由于该案涉案产品品种多，数量大，当事人已涉嫌刑事犯罪，市场监管部

门依法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根据调查情况及检验检测结果，上述查获产品符合假药

及有毒有害食品定义，被依法认定为假药及有毒有害产品，已抓获犯罪嫌疑人 6人，捣毁

假药及有毒有害食品销售窝点 6个。市场监管部门与公安机关组成专案组，对涉案产品的

来源及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取证中。  

  十、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查处康强医疗器械经营部虚假宣传案  

  基本案情：当事人经营健康坊温热理疗仪和健康坊电解还原制水机，其中，健康坊温

热理疗仪属于第二类医疗器械。当事人通过现场摆放健康坊温热理疗仪和健康坊电解还原

制水机提供免费服务，吸引老年人进店体验。当事人通过产品使用指南向消费者介绍产品。

该指南对健康坊温热理疗仪的适应症及效果的介绍大大超过其核准的适用范围，几乎无所

不包，无所不能；在介绍健康坊电解还原制水机制成的所谓“功能水”时列举了 20余种病

症的饮用量和见效期，并在见效期中使用了“改善”、“明显改善”、“见效”等用语。

同时，当事人在体验区内向消费者播放产品相关视频，视频中利用统计数据及医护人员形

象宣传健康坊温热理疗仪的疾病防治功能，并对其适应症进行了夸大、虚假的介绍。  

  案件进展：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广告法》第四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之规

定，拟对当事人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 6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十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查处采宁保健食品经营部虚假宣传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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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案情：执法部门接到举报，举报当事人长期以赠送日用品、米油等食品的方式吸

引老人到店，向这些老人推销高价“保健”品。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

时发现，当事人正在组织老年人进行“保健”产品介绍活动，现场有 5位老人参加。当事

人现场销售的保健食品有“FDP 福达平磷酸果糖胶囊”和“关宁片”。当事人的会议室摆

放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台投影仪，主要用于播放保健食品宣传课件，执法人员对现场的

笔记本电脑进行检查发现，电脑中存储的“邵立则健康大讲堂”视频课件宣传“FDP”对高

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具有预防和治疗功效。当事人会议室墙上张贴的宣传广告宣

传“关宁片”可以防治骨质疏松，“FDP”对心脑血管疾病、肝炎和糖尿病具有治疗作用。  

  法律依据及处罚:当事人对其销售的保健食品功能进行宣传时，通过宣传产品中成分的

功能，达到明示或者暗示所销售的保健食品具有疾病预防和治疗的功效，当事人的行为违

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第一款

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处以 25万元罚款。  

  十二、福建省厦门市查处徐某勇、庄某婷等销售有毒有害保健食品案  

  基本案情：厦门市经过近 4个月的精心组织和外围调查，在山东警方大力协助下，成

功破获一起特大利用网络销售有毒、有害保健食品案。在山东泰安和厦门市抓获纪某、马

某栋、徐某勇、庄某婷、周某、全某等 6名犯罪嫌疑人，缴获有毒、有害减肥胶囊 10万余

粒以及大量食品外包装，初步估算全案涉案金额达上千万元。经初步查明，犯罪嫌疑人徐

某勇、庄某婷等人将从纪某、马某栋处购买的散装减肥胶囊（该胶囊样品经厦门市食品药

品质量检验研究所检验，检验出保健品中禁止添加的物质西布曲明）包装后通过淘宝“菲

资一号”等网店销售至全国各地。  

  案件进展：目前，案件已侦查终结，徐某勇、庄某婷等 6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生产、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十三、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查处梁山恒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发布虚假广告案  

  基本案情：当事人采用微信等网络销售方式销售博奇奥海参虫草地龙片、冬虫夏草（菌

丝体）胶囊等食品。在销售过程中，将产品包装中明确标示为食品的博奇奥海参虫草地龙

片描述为可以起到提高性功能、修复阴茎受损海绵体细胞的作用。  

  法律依据及处罚: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条、《广告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

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 10 万元的罚款。  

  十四、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查处济南慈福健康咨询有限公司虚假宣传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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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案情：当事人通过会议授课形式宣称“公司拥有（买断）专利医疗设备及配套医

疗技术 10项，分别为红外线热成像仪，心脑血管的清淤减压”、“公司在国内与 50多家

正规医院深度合作”、“大象融媒民间秘方平台独家垄断真正疗效显著民间秘方，平台与

民间秘方持有人签订长期、独家垄断营销协议，目前已经垄断治疗心脏病的秘方”等内容，

而当事人承认至今没有专利技术，也从未与正规医院有合作，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提

供其宣传推广的平台拥有上述协议及秘方的证明。  

  法律依据及处罚：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

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处罚款 30万元。  

  十五、湖南省怀化市查处张某某发布违法广告案  

  基本案情：当事人在销售“天马服饰”过程中，自行制作发布含有“中国天马服饰缔

造衣疗传奇 产品辅助调理功能 T 恤套服 适用范围血压不稳、风湿关节炎、肩周炎、冠心

病、胃寒等症有辅助调理功能，对消除肢体疲劳、预防感冒、气管炎等有保健作用”；“一、

二代文胸 适用范围长期穿戴“天马”健康文胸，对乳腺增生、乳腺炎、小叶增生、乳房肿

块等病症具有良好的预防和辅助治疗作用”；“天马服饰伴你健康美丽 活络经脉、理气养

血、增强免疫抵抗力、延年益寿、轻松拥有健康”等内容的广告并对外宣传，将普通服饰

宣称具有疾病治疗功能。  

  法律依据及处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广告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构成发布违法广

告行为。依据《广告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二）项的规定，作出：责令停止发布违法广

告并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罚款 20万元。  

  十六、广东省云浮市查处杨玉军广告违法案  

  基本案情：执法人员依法对杨玉军经营的云安区容宇日用杂品店进行检查，发现该店

摆放有 46张玉石养生垫（产品说明书标称为玉石水晶垫），在店铺后楼梯内发现有 12张

放在纸箱内的上述坐垫。另在现场发现一叠标示有“中央电视台健康产业合作伙伴，健康

守护者，红瑞乐邦，服务健康；红瑞十四年，健康无数人；远红外玉石养生垫：预防、保

健、康复、强身健体；远红外简称‘生命之光’，舒经活络，促进血液循环，消炎杀菌；

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养心护心，滋补肝肾，排除毒素；适应人群：亚健康、风湿、

类风湿、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痛风、腿脚抽筋、腰腿疼痛、四肢无力、经常

感冒、失眠、多梦、口干口苦、耳鸣、头晕头胀、便秘、痔疮、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心脑血管、前列腺炎、妇科炎症、乳腺增生等常见慢性疾病及各种炎症；每天四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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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轻松；免费体验”等文字的宣传纸张。当事人涉嫌在广告中涉及疾病治疗功能，以及

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  

  法律依据及处罚：依据《广告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等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

发布广告，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以 10万元罚款。  

  十七、广东省深圳市查处梁樱中医诊所生产销售假药案  

  基本案情：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检查时发现其悬挂的广告牌、摆放的宣传册，宣称该诊

所经营的产品“鼻优优”“90分钟一次性攻克鼻炎顽疾，让全人类没有鼻炎、鼻优优治愈

率已达到 95%以上，属于鼻炎专科行业最高水平”……现场查获“鼻优优内部专用药 1 号

药”“鼻优优内部专用药 2号药”“鼻炎专用喷雾剂”等药品一批。经甄别，上述药品属

于未经批准生产的药品。因当事人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执法人员立即联系公安机关介

入侦查，掌握涉案药品是该诊所负责人梁樱在广州“鼻优优”总部配制。市场监管部门联

合公安部门赶赴广州“鼻优优”总部，查获涉案药品 1批，及瓶盖、标签等物品。初步统

计，深圳市罗湖区梁樱中医诊所使用上述药品为患者治疗，已收取费用近 150万元。  

  案件进展：目前，公安机关以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已立案，并刑拘了该诊所负责人

梁樱、该诊所医生黄某兰、店员吴某华等 3人。上述 3人对其生产、销售假药的事实供认

不讳。市场监管部门将联合公安机关追查涉案药品的其他流向。  

  十八、广东省珠海市查处广州鼎成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发布违法广告案  

  基本案情：根据群众举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在珠海市平沙镇海泉湾维景国际大酒店

海王星酒店举办的《与大师同行》学习论坛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学习论坛会场广告宣

传画的宣传内容如下：“礼当家商城：运营 1 年时间，净收益超过 1000 万，估值超过 15

亿”“鼎成教育咨询：创办公开课第一品牌《与大师同行》”“大健康产业：拥有全中国

最高端礼当家养生馆，解决腰椎间盘等亚健康问题易如反掌”“俱乐部产业：同时对接全

中国最顶尖人脉，独一无二，而且没有竞争对手”。该学习论坛会场接待处摆放有大量《与

大师同行》学员必读手册，手册有广告宣传内容“《与大师同行》创办于 2013年,受无数

受益者推崇，是中国教育界公开课第一品牌。专业解决事业方向、资金管理、商业模式等

系列问题，是全中国最直观教人如何赚钱的课程，也是服务流程最好、服务标准最高、震

撼感最强的课程”，该公司现场无法提供上述广告宣传的合法手续。  

  法律依据及处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广告法》第九条第（三）项和第十七条的规

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处罚款 50.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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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广东省佛山市查处某美容医院有限公司涉嫌发布违法广告及商业诋毁案  

  基本案情:当事人在其设立的官网上发布了医疗广告，宣传包含“国内首个整形‘中国

驰名商标’”“安全提取优质脂肪，存活率高达 90%，中国成活率最高的脂肪填充领导者，

一次成型，永久有效”“被视为目前最顶尖、术后效果最好的隆胸术”“×莱是将脂肪提

取筛选分类，联合应用达到塑性、嫩肤的功效，其他医美机构是将传统脂肪单过滤，手法

粗暴不适合面部精细化填充”等广告内容，并委托百度公司对公司网站进行百度推广服务。

当事人承认上述广告宣传内容没有客观依据，与事实不符。  

  案件进展：当事人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商标法》第十四条、《广告法》第九条第三

项、第十六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等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对当事人涉嫌发布违

法广告及商业诋毁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涉案的百度推广费用 170 余万元。该案正在进一

步调查中。  

  二十、海南省儋州市查处儋州那大兴康黑茶商行网络传销案  

  基本案情：当事人在海南省儋州地区组成以该商行为枢纽的传销网络，组织、领导该

地区的传销活动。在线上依托湖南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电子商务购物平台进行操作，

线下以推销华莱黑茶为名，通过让会员带朋友免费体验，以喝茶聊天、介绍黑茶功效、宣

传公司奖励制度、夸大经营、投资、服务项目及盈利前景等方式不断游说亲戚朋友购买华

莱黑茶，拉人入伙，以发展人头数作为计酬或返利的依据，诱骗他人加入，形成上下线的

层级关系。截至案发，当事人发展的会员 96人，层级达 10级，涉案金额为 124.99万元。  

  法律依据及处罚：当事人通过组织、策划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认购商品等方式

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严重扰乱了经济社会秩序，其行

为属于《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规定的传销行为；依据《禁止传销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

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 111.08万元，将 2名涉嫌犯罪人员移送公安机关，

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二十一、海南省查处德道爱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虚假宣传案  

  基本案情：当事人为（富迪）小分子肽产品的海南地区经销商，所经销的（富迪）小

分子肽是固体饮料的食品产品。当事人的推销员苏某推销时宣称“这个产品是食品，不是

药品，是凌驾于生命之上的细胞营养食品。（富迪）小分子肽可以抑制癌细胞。几乎所有

的病，都能用这种小分子肽进行治疗”。同时，推销员苏某还举了一个白沙癌症患者花 3000

元购买富迪小分子肽产品的例子。当事人宣传食品（富迪）小分子肽（固体饮料）能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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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并治疗百病，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明材料，当事人也承认销售的产品为一般的食品类

产品。  

  法律依据及处罚：当事人的行为构成了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的有关规定，对当事人处以 8 万元的行政处罚。  

  二十二、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查处李帅从事“保健”品经营中虚假宣传诈骗老年人钱

财犯罪案  

  基本案情：当事人以雇员发放宣传单邀请中老年人免费洗脚为幌子，开展慢性疾病的

预防等健康知识讲座，宣称自己所销售的普通食品和用品具有预防、治疗疾病等功效，诱

使中老人购买。当事人销售金额巨大，销售组织严密，销售区域广泛（在巴中多个区县设

有门店），购买人员皆为老年群体，且人员数量庞大，种种证据显示当事人涉嫌通过销售

“保健”品诈骗老年人钱财犯罪。市场监管部门与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抽派 3名办案骨

干、两台执法车全程协助公安干警办案；另抽调 22名业务骨干，出动执法车辆 120余台次

查找受骗老人，调查了解受骗经过，协助公安机关收集固定证据。  

  案情进展：目前查明该案涉案金额上千万元，已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 6人，经初查受

骗老人已达 383 人。由于该案涉案金额巨大，涉案人员多，涉案区域较广，该案已由巴中

市公安局统一组织侦办。  

  二十三、四川省乐山市犍为县查处薇姿美容院强制消费涉恶行为案件  

  基本案情：当事人采用团伙作案，高价短租营业场所流动作战方式，在大街小巷向中

年妇女发放含有“美白祛班治疗 ……抗衰治疗补充胶原蛋白、提升松驰皮肤 改善晦暗肌

肤、淡化皱纹。仪器优点：见效快、发全性高、无副作用”等内容的宣传体验卡片，进行

虚假宣传；对有意向的潜在客户，则进行诱骗消费、恐吓强制消费，骗取顾客钱财。同时，

其使用的 SYA 麻醉药膏为局部麻醉使用药品，未经批准生产进口。  

  案情进展：市场监管部门在县城张贴了相关退款通知，责令该美容院对“营业款”进

行清退，截至 4月 22日已清退 78.0258 万元；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已立案并

刑拘 1人，网上追逃 1人，传唤涉案人员 11名。  

  二十四、四川省大邑县查处某商贸有限公司虚假宣传和无证经营食品案  

  基本案情：当事人为了推广和销售旋磁式糖尿病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除了摆放

旋磁式糖尿病治疗仪等设备让老年人体验外，还在体验区墙体上悬挂含有“世界首创，全

球没有竞争对手，20年无人能复制，全国唯一拿到恢复胰岛功能广告批文”等内容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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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但当事人对上述宣传用语不能提供有效证明材料。还查明，当事人在未取得《食品经

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销售蜂王浆、核桃粉及各种调味品等食品。截至检查之日，当事人

违法经营食品共计 70种，货值金额合计 65375.6元，违法所得合计 28385.09元。  

  法律依据及处罚：当事人在经营场所对其提供体验的医疗器械和销售的食品进行虚假

商业宣传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同时，当事人在未办理

《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从事食品经营活动，其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

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责令当事人

停止违法行为，给予当事人罚没 304511.89 元的行政处罚。  

  二十五、四川省成都市查处誉美医院发布虚假广告案  

  基本案情：当事人在网站上发布的“中西医科 三联疗法”中有如下内容：“自然免疫

平衡三疗法，云集百余名海外医学博士专家组成公关团队，历经二十多年临床实践，逐步

创立完善的一套独具特色的肾脏病糖尿病系列治疗方案，其目的在于调整肌体平衡，抑制

免疫反应阻断肾纤维化，改进和恢复肾功能，其全新的理论体系与卓越的临床疗效是对肾

脏病糖尿病研究重大贡献”，“自然免疫平衡三联疗法阻断肾脏纤维化，是我院特色治疗

的核心竞争力：它不但能阻断肾脏纤维化进程，还能对受损肾脏组织修复，恢复肾功能，

只要修复到位不易复发”，“我们的治疗特色是：阻断肾脏纤维化+中西结合修复肾脏=不

易复发”。当事人无法提供上述广告内容真实性的验证材料。  

  法律依据及处罚：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广告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

（三）项之规定。依据《广告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

给予当事人罚款 56万元的行政处罚。 

 

 

 发布日期：2019 年 4 月 26 日 

【来源：市场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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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通告〔2019 年 第 11 号〕发布两批次特膳食品不合格信息 

〔2019年 第 11号〕 

  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抽检糕点、水果制品、饼干、肉制品、特殊膳食食品和食用

农产品等 6类食品 8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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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 批次、不合格样品 14 批次（见附件），不合格食品涉及微生物、农药残留、

重金属、食品添加剂等指标。现将具体情况通告如下： 

  一、微生物指标问题 

  （一）长沙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天骄福邸购物广场销售的标称湖南正兴记食品有限

公司生产的白玉姜和感味姜，霉菌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浙江方圆检

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淘宝小鲜铺子（经营者为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茗点百货经营部）在淘宝网（网

站）销售的标称上海喜莱缘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花生酥糖（熟粉类 冷加工），大肠菌群不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二、农药残留问题 

  （一）长沙市岳麓区蔡旺食品店销售的沙糖桔，丙溴磷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检验机构为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黄为蔬菜摊销售的辣椒，克百威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规定。检验机构为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重金属污染问题 

  1 号店地一犟食品旗舰店（经营者为河北沧州市海兴县鼎晟龙食品有限公司）在 1 号

店（网站）销售的标称河北省沧州市海兴县鼎晟龙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酱香驴肉（酱卤肉

制品）和驴板肠（酱卤肉制品），经武汉食品化妆品检验所检验发现，其中镉（以 Cd计）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海兴县鼎晟龙食品有限公司对检验结果提出异议，并申请

复检；河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复检后，维持初检结论。 

  四、食品添加剂问题 

  （一）京东梅品味官方旗舰店（经营者为辽宁省大连耐展商贸有限公司）在京东商城

（网站）销售的标称大连耐展商贸有限公司委托广西齐发果园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老婆梅，

二氧化硫残留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成都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二）淘宝网风马牛企业店铺（经营者为上海风马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淘宝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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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销售的标称上海风马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江苏省泰兴市郁香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猪肉猪肉脯（原味）、猪肉猪肉脯（蜜汁味）和猪肉猪肉脯（香辣味），胭脂红不符合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武汉食品化妆品检验所。 

  五、其他指标问题 

  （一）沃尔玛（深圳）百货有限公司龙华山姆会员商店销售的标称北京百恒昊远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进口的 Ella's Kitchen 甜薯南瓜苹果蓝莓蔬果泥（原产国：西班牙），经深

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食品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检验发现，其中总钠检出值低于产品包装标签

明示值的 80%。沃尔玛（深圳）百货有限公司龙华山姆会员商店对检验结果提出异议，并

申请复检；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复检后，维持初检结论。 

  （二）深圳沃尔玛百货零售有限公司山姆会员商店销售的标称北京百恒昊远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进口的 Ella's Kitchen西梅果泥（原产国：西班牙），经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食品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检验发现，其中总钠检出值低于产品包装标签明示值的 80%。深圳

沃尔玛百货零售有限公司山姆会员商店对检验结果提出异议，并申请复检；广东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研究院复检后，维持初检结论。 

  （三）京东网易严选官方旗舰店（经营者为杭州网易严选贸易有限公司）在京东商城

（网站）销售的标称杭州网易严选贸易有限公司委托上海康允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牛轧饼，

经湖南省产商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检验发现，其中过氧化值（以脂肪计）不符合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规定。上海康允食品有限公司对检验结果提出异议，并申请复检；上海市食品

药品检验所复检后，维持初检结论。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市场监管总局已责成相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予以查

处。北京、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湖南、广西等省（区、市）市场监管部门已

督促食品生产企业、进口商查清产品流向，召回不合格产品，分析原因进行整改；河北、

辽宁、上海、浙江、安徽、湖南、广东等省（市）市场监管部门已督促食品经营环节有关

单位立即采取下架等措施控制风险；湖南省市场监管部门已督促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

开办者查清进货渠道、产地等信息并向相关部门报告，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对不合格产品立

即采取停止销售等措施控制风险；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市场监管部门已督促网络

食品交易平台依法采取风险控制措施。以上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自通告发布之日起 7日内向

社会公布风险防控措施，3个月内向市场监管总局报告核查处置情况并向社会公布。 

  特此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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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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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果制品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 

  5. 饼干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 

  6. 肉制品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 

  7. 特殊膳食食品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 

  8. 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 

  9. 糕点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 

  10. 水果制品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 

  11. 饼干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 

  12. 肉制品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 

  13. 特殊膳食食品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 

  14. 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产品合格信息 

                                                                                                                                市场监管总局 

                                                                                                                             2019年 4月 8日 

 

（特膳食品部分节选）

http://gkml.samr.gov.cn/nsjg/spcjs/201904/W020190409577187442745.docx
http://gkml.samr.gov.cn/nsjg/spcjs/201904/W020190409577187455392.docx
http://gkml.samr.gov.cn/nsjg/spcjs/201904/W020190409577187459903.xlsx
http://gkml.samr.gov.cn/nsjg/spcjs/201904/W020190409577187457341.xlsx
http://gkml.samr.gov.cn/nsjg/spcjs/201904/W020190409577187467342.xlsx
http://gkml.samr.gov.cn/nsjg/spcjs/201904/W020190409577187461018.xlsx
http://gkml.samr.gov.cn/nsjg/spcjs/201904/W020190409577187465961.xlsx
http://gkml.samr.gov.cn/nsjg/spcjs/201904/W020190411511227401256.xlsx
http://gkml.samr.gov.cn/nsjg/spcjs/201904/W020190409577187477751.xlsx
http://gkml.samr.gov.cn/nsjg/spcjs/201904/W020190409577187478058.xlsx
http://gkml.samr.gov.cn/nsjg/spcjs/201904/W020190409577187470201.xlsx
http://gkml.samr.gov.cn/nsjg/spcjs/201904/W020190409577187486218.xlsx
http://gkml.samr.gov.cn/nsjg/spcjs/201904/W020190409577187484968.xlsx
http://gkml.samr.gov.cn/nsjg/spcjs/201904/W020190411511227400608.xlsx


 

附件 7 

特殊膳食食品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   

本次共抽检 15 批次特殊膳食食品，覆盖 6 个生产省份的 11 家企业。其中： 

1.抽检泥（糊）状罐装食品、颗粒状罐装食品、汁类罐装食品 5 批次，不合格样品 2 批次，检出不合格的检验

项目为总钠。 

2.抽检婴幼儿谷物辅助食品、婴幼儿高蛋白谷物辅助食品、婴幼儿生制类谷物辅助食品、婴幼儿饼干或其他婴

幼儿谷物辅助食品 10 批次，未发现不合格样品。 

不合格产品信息见下表。 

不合格产品信息 

序

号 

标称生产企业

名称 
标称生产企业地址 

被抽样单位

名称 

被抽样单位地

址 
样品名称 

规格型

号 

生产日期

/批号 
商标 

不合格

项目 
检验结果 

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要求 

产品包装

标签明示

值 

检验机构 

1 

北京百恒昊远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进口商）；

原产国：西班牙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

桥路 2 号院内（707

厂）［5-4］2 号楼

2 层 247 室（进口

商地址） 

沃尔玛（深

圳）百货有

限公司龙华

山姆会员商

店 

广东省深圳市

龙华新区龙华

街道梅陇路

1111 号壹城中

心 17 地块 E 区

L1-020 号铺 

Ella's 

Kitchen 甜薯

南瓜苹果蓝

莓蔬果泥 

120 克

×4/盒 
2018/5/1 

Ella's 

Kitchen 
总钠 7.14mg/100g 

≤

200mg/100g 
16mg/100g 

初检机构：深圳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食品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复检机构：广东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研究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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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百恒昊远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进口商）；

原产国：西班牙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

桥路 2 号院内（707

厂）［5-4］2 号楼

2 层 247 室（进口

商地址） 

深圳沃尔玛

百货零售有

限公司山姆

会员商店 

广东省深圳市

福田区侨香路

与农林路交界

东南的深国投

商业中心一层

二层与负一层 

Ella's 

Kitchen 西梅

果泥 

70 克×6/

盒 
2018/6/1 

Ella's 

Kitchen 
总钠 4.67mg/100g 

≤

200mg/100g 
8mg/100g 

初检机构：深圳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食品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复检机构：广东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研究

院 

 

 



 

【相关解读】 

市场监管总局答复《关于促进中药类保健食品充分发展的提案》的函 

  胡刚委员： 

  您提出的收悉。经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现答复如下： 

  您在提案中提出中医药在养生保健、治未病方面有独特优势，建议促进中药类保健食

品规范发展、完善中药类保健食品功能和功效评价、实施分类管理。我们非常赞同您的意

见和建议。您的这些建议，对我们改进和完善中药类保健食品功能评价工作具有借鉴作用。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医药学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

念及其实践经验”。中医药学在实践层面强调养生“治未病”，并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丰

富的养生理念和方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健康养生文化，深深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质量安全需要，201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将保健食品纳入特殊食品，要求实行严格监督管

理。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明确对保健食品实行注册与备案分类管理制度；二是实行

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及保健功能目录管理制度；三是强化保健食品企业应当落实主体责任自

查报告制度；四是规定保健食品广告应当经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查批准；五是明

确了保健食品违法违规行为处罚依据等。 

  为全面落实食品安全法规制度，我们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 

  一是研究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原料目录是实行备案管理的依据，保健食品原料目

录包括原料名称、用量、对应的功效以及生产工艺等技术要求，以实现标准化备案、标准

化生产。对备案以外注册产品原料的管理，严格原料安全性、有效性审评，严禁使用成分

不清、标准不明、功效不确切的原料。普通食品不得使用仅可用于保健食品的原料。目前，

已发布了首批营养素补充剂原料目录，同时也已委托有关科研单位开展了 15种非营养物质

原料的人群食用数据和文献分析工作，组织开展了 26种保健食品原料（包括 14种中药类

原料）目录项目研究工作，为第二批原料目录研究制定做好准备。二是研究规范中药类原

料标准化工作。正在组织开展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114个）中中药类原料的安全

性研究，并着手启动符合保健食品管理要求的中药类原料规范化标准建设工作。 

  二、规范保健食品功能声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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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研究推进功能声称科学依据的审查。经过多次论证，已形成初步共识，即：功能

声称应当具有充足的科学依据和判定标准；功能声称原则上应经人体食用验证；根据科学

共识、科学依据充足程度和人体食用验证情况，在功能声称用语中增加描述性的限制性用

语。二是研究完善中药类保健食品功能和评价体系。为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养生保健方面的

优势，体系中药类保健食品功能声称的特殊和科学性，组织中医药高校、医疗机构的有关

人员对以中医药理论为基础的保健食品功能声称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下一步，将结合保

健食品功能目录的研究工作，继续推进中药类保健食品功能声称和评价体系的研究。 

  三、稳步推进注册和备案双轨制 

  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确立了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双轨制管理的基本制度。相对于保健

食品注册管理经过 20多年的发展，保健食品备案工作却是刚刚起步。为推进备案制度落地，

我们将以 16000 个已批准注册保健食品的注册技术资料以及食用评价数据为基础，从维生

素矿物质原料、单一原料配方和同质化配方三个层面递进式推进和放开产品备案管理，构

建“注册推进目录、目录规范备案、备案服务发展，发展促进健康”的注册备案管理新模

式，成熟一批、发布一批，不断扩大原料目录范围，逐步形成备案是多数、注册审批是少

数的监管新格局。目前已发布首批营养素补充剂原料目录和功能目录。保健食品备案信息

系统 2017年 5月 1日上线运行，正式启动了保健食品备案管理工作。截止 2018年上半年，

共有 974个保健食品产品完成了备案。 

  四、严格注册审评审批管理 

  一是优化技术审评程序。在保证产品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的前提下，优化流程、简

化要求。一方面，明确技术审评时限，明确“一次发补、一次补正”的原则，提高审评时

效。另一方面，设立“材料审查——生产试制现场核查——复核检验”的技术审查评价模

式，环环相扣、递进式地开展技术审查评价工作。二是规范注册审批行为。明确注册审评

审批工作规范和审评标准，落实受理、审评、核查、检验和审批各环节的主体责任和责任

追究制度。审评机构全程跟踪和组织开展申报材料审查、产品试制生产动态核查、产品质

量的复核性验证工作，最终形成综合审评结论和建议，落实技术审评“内审负责制”，实

现对注册产品的安全性、功效性、质量可控性把关。 

  五、严格监管，整治违法违规行为 

  针对保健食品行业发展层面面临的虚假宣传、非法添加等顽疾，我们采取一系列监管

和整治措施，保持高压态势，保健食品监管整体情况稳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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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针对日常监管和抽检中发现的问题，2016年组织各地集中开展保健食品、配制酒、

玛咖制品专项治理。重点治理保健食品、配制酒、玛咖制品等食品中非法添加药物、非法

宣传功效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期间，各省结合本行政区域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采取

企业自查自纠、监督检查和抽样送检等多种方式，排查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问题。据不完

全统计，全国共出动执法人员 50余万人次，检查三类食品生产企业 5900余家，经营企业

近 60万家，抽检产品 9026批次，不合格 175批次，合格率 98.06%，立案 1094件，其中

移送公安 101 件，累计罚没款 2261 万元，有效地净化了市场环境。 

  二是针对 2017年“3.15”晚会曝光保健食品欺诈和夸大宣传问题，以国务院食品安全

办名义联合 9 部门共同发布实施《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夸大宣传整治方案》。第一，进

一步规范企业生产经营行为，明确食品、保健食品生产、经营、进口单位以及第三方平台

的主体责任，切实落实属地管理职责；第二，重点治理未经许可生产、经营及进口食品和

保健食品，通过网络、会议营销、电视购物、直销、电话营销、跨境电商等方式违法营销

宣传、欺骗性销售产品、欺诈消费者，以及违法添加药物和其他非食用物质等违法违规问

题。着力提高企业诚信守法经营意识，防止误导性信息；第三，调动全社会参与专项整治

工作，实现社会共治。设置投诉举报电话，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回应社会关切，建立投

诉举报快速受理、快速核实、快速处理工作机制。联合新闻媒体和相关行业组织，明察暗

访，对违法违规生产经营单位和相关平台运营商依法从严打击，并进行公开曝光。 

  六、研究进一步深化保健食品监管制度改革 

  2016年以来，虽然在强化制度顶层设计、推进注册与备案分类改革以及严厉打击违法

违规行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保健食品监管工作与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期待尚有差距，

与我国大健康产业发展的需求还有不相适应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深化制度改革。突

出保健食品的食品属性和定位，清晰界定与其他食品、药品的区别。以原料目录和允许保

健食品声称的功能目录为抓手，改革功能声称管理模式，通过逐步扩大原料目录和功能目

录范围，减少注册审批。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政府制定健康功能声称评价方法通用指导原

则，完善功能声称目录管理制度，规范、指导企业和检验评价机构的功能声称研发和验证，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激发市场活力。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发挥行业协会、消费者维

权组织的社会共治作用。探索构建政府监管、企业自律、依法维权、社会共治的保健食品

监管新模式。 

  七、关于中药资源保护利用及质量保障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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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类保健食品的研发生产有赖于中药资源保护利用及质量保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积极探索中药原料在保健食品中的使用，推动中药类保健食品行业更好发展，主要开展了

以下工作： 

  一是开展中药资源普查工作，摸清“家底”，掌握分布，加强动态监测，推动做好药

材资源供给保障。2011年以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实施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工

作，截至 2017 年 12月，已组织调查了全国 31个省区市共计 1348 个县（区），获得全国

近 1.4万种野生药用资源、500多种栽培药材等信息，掌握了已普查区域的资源种类和分

布情况，同时在 20个省区布局建设了 28个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在四川、海南建成

2个国家中药材种质资源库；已基本建成由 1个中心平台、28个省级中药原料监测和技术

服务中心和 65 个监测站组成的我国中药资源动态监测信息和技术服务体系。中药资源普查

工作为中药产品及中药类保健食品发展的原料供给和质量保障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是实施中药标准化项目，做好中药质量保障相关研究工作。2015年，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实施了新兴产业重大工程包“中药标准化”专项。其中，支

持 101种中药饮片开展从种子种苗、中药材到中药饮片的全过程质量标准体系建设，目前

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有力推进之中。积极推动第三方中药质量检测平台及中药材质量追溯体

系建设。通过中药标准化专项实施，将进一步规范和提升中药材种植的质量控制技术标准，

推进中药材整体提质增效，更好促进中药健康产业发展。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市场监管总局 

                                                                                                         2018年 9月 18日 

  

 

 

发布日期：2019 年 4 月 19 日 

                                                【来源：市场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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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2019年国际食品安全与健康大会——创新浪潮下中国食品安全与健康的

新使命 

2019 年，恰逢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正值中国食品产业健康转型的关键节点。在中国

食品安全形势继续稳中向好的大背景下，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继续携手国际食品科技联

盟，于 4月 16-19日在北京举办以“创新驱动食品安全与健康”为主题的 2019年国际食品

安全与健康大会。作为全球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领域权威性与高端性并重的国际盛会——

大会深入探讨了国际食品领域面临的新问题，精准对应中国食品安全与产业健康转型的难

点和焦点，探索中国食品工业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发展之路，为解决中国乃

至全球的食品安全与健康问题提出更多科学路径。 

本届大会得到了国内外各方的高度关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科学技术部、农业

农村部、海关总署、中国科协、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北京市

科协等单位对大会予以支持。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孙宝国在内的国内专家，及来

自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国际科学理事会（ISC）、国际食品科技

联盟（IUFoST）、国际食品微生物标准委员会（ICMSF）、美国官定分析化学家协会（AOAC 

INTERNATIONAL)、欧洲食品卫生工程与设计组织（EHEDG）等 7个国际组织与政府机构代表

在内的 18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余位国际权威专家，出席了本次大会并演讲，参会人数超过

600 人。 

致敬 10 年，我们依然在路上 

10 年前的 2009 年，恰是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之后，中国乳品行业进入几近崩溃的“低

谷期”，中国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焦虑达到高峰。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以国家需求为使命，

联合国际食品科技联盟的诸多专家，召开第一届国际食品安全论坛。这也是中国食品科技

界第一次跨越部门的界限，集结起最优秀的人才，在构建食品安全体系上，开始面向世界

先进水平的追赶。 

据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理事长孟素荷教授介绍，大会召开的十年间，共计 486人次

的国际食品安全专家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从对基层检验人员的培训到大会深度交流，他们

像一个流动的“国际食品安全专家智库”，使我们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认知与理解，在持

续的对比、借鉴与实践中，始终与国际同步。对于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而言，在我们为

国分忧，艰难破解中国食品安全诸多挑战的过程中，大会的召开使我们得以打破部门和行

http://www.cnfood.cn/
http://www.cnfood.cn/


全国特殊膳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66）秘书处 

55 

业的界限，在陈君石、孙宝国院士等优秀专家的带领下，在持续的学术积累中形成对中国

食品安全问题的理论思考，凝聚成“学术界共识”，并集结起辐射全国有清晰专业分布的中

国食品安全专家团队。 

10年坚守，实属不易。10年来，“国际食品安全与健康大会”的主题从危机应对到风

险预防，从强化过程控制到全产业链安全，从夯实科学基础到实现社会共治，从关注食品

安全到安全与健康并行，它鲜明地体现了中国食品工业的发展轨迹，是世界真切了解中国

食品安全治理中稳中向好的重要窗口与平台。 

10年时间，见证了中国食品安全由乱而治、稳中向好，见证了中国食品工业的触底回

升、健康转型，见证了中国政府守护舌尖安全的积极努力和重要成果，见证了中国食品科

技界“为国分忧”的担当与付出，见证了“国际食品安全与健康大会”影响力的日益提升。

孟素荷教授认为，当我们用科技拥抱大健康产业的同时，更要用科技对创新浪潮中的创新

食品筑起安全与健康的长城。因此，大会 10年后，我们仍在路上！ 

 政府推动，助力食品安全水平提升 

与 10年前相比，食品安全的触点更多、更复杂。但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回归科学的

真实。科技在未来食品安全与健康评价中，将被更多聚焦。已成功举办 10届的国际食品安

全大会，集结起科技和国际两支无可替代的力量，共同承担未来 10年的新挑战、新使命。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总监王铁汉在开幕式上表示，食品是人类生存和发展

的物质基础，食品安全问题是全球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凭一

己之力确保食品安全。食品安全需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全社会多方共同面对，需要健

全防范机制和搭建交流平台形成全球共治。近年来，中国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遵循“预防为

主、风险管理、全程控制、社会共治”的原则，不断创新监管方式，监督生产经营者落实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基本上形成了以市场准入为条件，以过程监管为基础，以抽检监测为

着力点，以预警交流为纽带的食品安全风险防控体系。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不合格率由 2014

年的 5.3%下降到 2018年的 2.4%，公众对食品安全满意度有较大提升。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司高延敏司长表示，工信部作为食品安全的行业主管部门，始

终坚持以“安全为先”，把保障食品质量安全作为促发展、惠民生的重点工作。不断完善检

测手段，大力建设追溯体系，加强提升食品的质量安全保障能力，通过推进食品工业诚信

体系建设，督促企业树立诚信理念，完善诚信管理制度，落实质量安全的主体责任。今后，

工信部将与各部门一起，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以企业为主体，以实施“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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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为抓手，着力提升食品工业有效供给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食品消费升

级的需求，为实现中国食品工业更加稳定、更有效益、更持续地发展，提升中国食品质量

安全水平贡献积极的力量。 

科技部农村科技司王喆巡视员表示，“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是深

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时期，也是加快推进食品行业转型

升级、实施食品安全战略的关键五年。科技部在“十三五”期间继续加大力度支持食品安

全创新工作，开展了《食品质量安全发展趋势预测研究》，制定了《“十三五”食品科技创

新专项规划》，启动了《现代食品加工与粮食收储运重点专项》，部署了生鲜农产品、物流

环境适应性及品质控制机制研究、跨境食品品质与质量控制数据库、构建及创新集成开发

等与食品安全相关的重点项目。支持了食品安全技术全链条创新研发，以科技创新支撑现

代食品工业快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司张磊时巡视员表示，食品安全是全球

性议题，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提出了食品安全“十三五”规划和食品安

全战略，并作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准是食品安全的基础支撑和关键因

素，国家卫生健康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最严”重要指示精神，逐步构建完善最

严谨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国家卫生健康委始终遵循社会共治的基本原则，坚持开门制标

准，从标准立项、起草、征求意见到跟踪评价的各个环节，公开透明。欢迎社会各界积极

参与食品安全标准工作，关注食品安全标准工作，不断凝聚共识和力量，共同推动构建我

国最严谨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服务百姓食品安全与健康。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卢江主任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食品安全与营养

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依法履职，在食品安全标准、风险监测评估等各方面工作狠抓落实，

取得了显著成效。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发挥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在逐步健全我国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网、初步掌握我国食源性疾病的分布及流行趋势、开展百余项风险评估

项目、构建一整套较为完善的与国际接轨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框架体系、对我国食品安全

进行基础研究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熊先军处长表示，相比国内食品，进口食品的供应链更加

国际化，食品原料生产、成品加工、货物运输等等各个环节处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风

险环节和责任主体更加复杂，安全风险也更加难以确定，我们所面临的形势也更加复杂。

安全是食品行业的底线，安全也是食品贸易的基础。自去年机构改革后，海关总署推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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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改革的落实，实现一次申报，一单通关，大幅减少通关环节，大幅减少通关时间，优化

了营商环境。中国海关将持续优化服务，促进贸易便利，以创新驱动发展为导向，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加快建设服务进出口企业的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不断提升食品跨境贸易便利

化水平。 

 产业创新，新挑战不容忽视 

中国食品工业已进入以“安全与健康”为导向的深度转型期。进入 2018年，这一转型

的速率在加快，难度在加大。2018 年全国规模以上食品企业 40793 家，较上年大规模减少

2037 家。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8.1万亿元，增速 5.3%，低于上年水平。但食品工业利润增速

10.8%，利润增速高于产值增速 5.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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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会上提出了对

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的思考。他指出，当前中国食品安全形势稳中向好，食源性疾病是最大

的食品安全问题，但是压力不大。负面舆情危害突出，已成主要问题。他通过溯源与信息

平台，对标准的建议，监管及执法工作模式，以及区块链技术的应用等内容，提出应值得

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孟素荷教授指出，在健康与安全目标指引及“市场之手”的合力推动下，中国食品工

业的结构转型，正以价值提升的形式显效。与此同时，诸多新的食品品类和销售业态，如

辣条等传统食品、酵素等新兴植物源食品、具有独特中国风格的功能食品、需求旺盛的老

年食品、及占全国食品市场销售额 30%以上的网络销售食品等，已快速发展成体量庞大的

食品工业新增经济板块。同时，国门大开后食品安全的输入性风险加大。如果说，中国食

品安全中的“存量”问题尚待逐一化解，而创新浪潮中伴随中国食品产业转型加速所带来

的对创新食品的安全与健康风险评估、法规与标准的完善等矛盾，将以问题叠加的方式大

量涌现。中国作为全球充满活力的第一大食品制造国和消费国，我们所面对的食品安全与

健康问题的挑战，必然是全球难度系数最大的挑战。  

八大议题，对应食品安全与健康转型中的新课题 

此次大会聚焦安全与健康，邀请国内外食品界重量级大咖，围绕“创新驱动食品安全

与健康”的主题进行大会报告，并围绕 8个重点方向开展深入研讨，以创新发展的眼光关

注中国食品安全与健康转型的热点和难点。 

关注点一：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挑战 

国际科学理事会前主席 Gordon Mcbean 在会上表示，2030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气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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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灾害风险减少议程必须聚焦于解决粮食和健康交叉问题。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全球

风险报告》中将极端天气事件（包括风暴、洪水和热浪），气候变化缓和与调整措施失败和

自然灾害列为未来 10年全球五大风险中的三大风险。这些风险都将对健康和粮食造成影响，

而且影响方式往往非常复杂。而粮食供应及其加工方式对全球环境的作用，也均面临着这

些风险所带来的挑战。如何通过食品科学和创新化解这些问题 ，这就需要科学家、产业界

和政策制定者组成跨学科的团队一起面对，以实现对全球健康、食品和可持续性具有长远

影响的成果。 

国际食品科技联盟（IUFoST）科学主席 Vish Prakash在“关注食品安全以外的安全—

—安全食品的未来计划”的报告中表示，食品必须是 100%安全，而且在安全方面没有任何

交易可谈。食品安全的保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到部门之间的协调管理以及所有

卫生农业规范和植物检疫条例等，同时也包括食品加工必须符合最新分析方法的发展，以

确保产品安全地进入市场。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把食品安全与前沿科学联系起来是必然趋势，

不能找借口在一个地区/国家消费不安全食品或把这些不安全食品出口到其他国家。 

关注点二：用科技创新拥抱大健康 

随着《“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以及《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的相继出

台，健康中国正式升级为国家战略，大健康领域进入高速发展时代。在此背景下，食品工

业积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以科技创新拥抱大健康。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名誉副理事长、杜邦营养与健康事业部亚太区总裁李永敬博士

在大趋势推动亚洲健康食品创新的报告中表示，近十几年里，世界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尤

其见证了拥有全球最多老龄人口的亚洲的持续变化。根据《新营养商业》杂志的数据，消

化健康、植物基和蛋白质占据了全球食品、健康和营养十大趋势的前列。而老年食品、发

酵/益生菌食品，以及植物蛋白食品等，将成为亚洲地区健康食品业未来创新的方向。 

在食品营养与健康论坛中，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食品工业是让“国民营养计划”落地

的最佳载体，要加大食品工业转型中健康研究的科技支撑。会上，包括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食品科技联盟等在内的专家围绕“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注册受理中的问题及建议”“世界各地人们在吃什么”“儿童肥胖”等话题进行交流，此

外，还围绕行业关注的糖与人体健康、减盐行动、益生元与益生菌等话题展开研讨，为国

内外食品科学家多年来在食品营养与健康方面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提供了与产业对接的

突破口，为食品工业的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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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春喜、荷兰皇家菲仕兰中国业务集

团董事长高瑞宏、金光集团农业资源中国区负责人及食品部总裁周志毅、艺康集团全球执

行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张庆峰、乐斯福大中华区总裁浦建菲、沃尔玛食品安全协作中心

执行主任严志农、德国拜发集团食品和饲料安全检测事业部总经理 Sigrid 

Haas-Lauterbach 也企业家高峰对话中，围绕创新驱动食品安全与健康进行了经验分享。 

关注点三：探索食安监管体系的“中国方案” 

为加强各国食品控制体系的建设，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倡议建立一套区域性食

品安全指标。该倡议受到亚洲和太平洋不同地区的关注，成为各国食品安全会议的焦点议

题。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于 2017年 12月新加坡举行讨论会上，中国与不丹、

库克群岛、韩国和菲律宾，带头参与 FAO 食品安全指标试点项目。随后，FAO 与中国食品

科学技术学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携手推进中国食品安全指标体系的建立。 

大会期间，来自比利时、澳大利亚、韩国、不丹、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在圆

桌会议的讨论上，全面地介绍了食品安全指标建设项目，并分享本国已开展的食品安全指

标案例研究和试点项目的开展情况。主办方还邀请了国务院食安办组成单位的代表同各国

食品安全相关机构的官员一道进行深入地研讨，以期在交流与碰撞中，探索创建科学的食

品安全监管体系的“中国方案”。  

关注点四：互联网时代的食安智能管理 

近年来，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网络餐饮和“新零售”模式在全国各地涌现，新业态

的出现为我国食品安全的监管带来了新挑战。如何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手段把控食

品安全，成为多方共同关注的话题。饿了么副总裁兼首席食品安全官王三虎表示，网络餐

饮到家与线下消费到店的融合，推动了中国餐饮行业的数字化进程。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

融入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管理应用信息化和技术管理手段，

对入网商户进行风险管理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预警，不断提升食品安全管理能力。食品安

全需要共治，与监管部门、行业组织、科研机构合作共治，探讨在保障消费者“吃得安全”

的基础上，如何“吃得更加营养健康”，为不同消费人群提供针对性的营养配餐成为网络餐

饮未来的发展趋势。 

在会间的“‘零售新时代’的食品安全智能管理”专题上，邀请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

商务部等相关单位的专家从政策实施与法规监管层面针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食品、新形势

下便利店发展模式进行了分享。此外，如何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手段全方位把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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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安全，如何将人工智能与现代零售相结合，会上也邀请包括便利蜂在内的便利店、网红

零售电商、传统食品企业的代表进行实践分享。 

关注点五：生产过程中过敏原成分交叉污染的检测成新挑战 

对于那些对食物过敏和食物不耐受的人们来说，过敏原信息标签是非常重要的。无麸

质、无乳糖、无坚果、无蛋和低组胺，带有这些标签的食品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在欧盟，

含麸质谷物、牛奶、蛋、大豆、坚果、花生、鱼、贝类、芹菜、芥末、芝麻和羽扇豆用作

原料时都必须在标签上进行标注。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最大的危机来源于含过敏原食物

与无过敏原食物生产时的交叉污染，微量过敏物质通过设备、器材和工作服上的残留物或

者空气进入到产品中，而这些产品标签并不能明确标示出这些过敏成分。因此如何准确检

测成为食品生产相关企业当前或未来面临的巨大挑战。包括加拿大卫生部食品局、德国联

邦风险评估研究所、德国食品法过敏原工作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广州海关等

多国科学家在相关专题中围绕食品过敏原管理、法规监督以及标识与检测等先进的国际经

验，从检测、监管、召回、现状、发展与防控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分享。  

关注点六：食品安全预警与风险交流的难点与实践 

在《“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中明确指出，基于“风险管理”理念，强化风险预

警和风险交流。食品安全风险预警和风险交流，对食品安全整体水平和公众幸福感指数的

稳定提升，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大会期间，国内外监管部门负责人和权威专家及媒体

代表，针对风险预警和风险交流中的主体作用、监管制度、工作体系和方式、大数据等新

技术的应用，以及公众感知和参与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探讨借助融媒体的时代优

势，实现风险预警和风险交流工作的“资源通融、内容兼容、宣传互融、利益共融”。 

欧洲食品安全局前主席、爱尔兰都柏林大学教授 Patrick Wall 博士认为，在新媒体时

代，消费者对食品生产和食品安全的信任仍然比较脆弱。而数字媒体沟通技术却可以有助

于食品新科技的传播，开展科普、辟谣等工作。食品科学家和食品相关科研机构，作为食

品科技的权威，急需学习并利用新媒体技术。这一点在中国显得更为重要。特别是在非洲

猪瘟这样的疫情时刻，让真实准确的信息（而不是谣言）快速大范围的传播可以借力新媒

体。目前，中国已经走在了世界新媒体时代的前沿，其他国家无法媲及的无现金支付就是

最好的佐证。期待看到中国食品科学家将本国数字媒体方面的优势带入食品科普，在食品

信息沟通方面引领国际同行。 

关注点七：棕榈油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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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榈油是目前世界上生产量、消费量和国际贸易量最大的植物油品种，因其煎炸

稳定性、氧化稳定性较突出，长期以来，被大量应用于食品加工和餐饮烹调领域。但是，

一直以来，对棕榈油安全性、营养性的质疑也不断被人提及。为了更科学、理性地看待棕

榈油的健康、营养与食品安全，大会将对棕榈油的应用价值和实际情况、棕榈油种植的环

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探讨。 

在大会特设的“国际棕榈油可持续发展论坛”中，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总顾问

陈君石研究员围绕“油脂与健康”做主旨发言。河南工业大学谷克仁教授介绍了棕榈油在

食品工业中的应用现状及趋势。来自马来西亚的专家就棕榈油品质管理与应用特性进行分

享。江南大学王兴国教授就棕榈油加工与使用过程风险因子成因与防控进行报告。此外相

关行业代表也就棕榈油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油脂安全助力食品加工快速发展等话题展开了

研讨。  

关注点八：我国食品工业检测标准的机遇 

为进一步完善我国食品检验方法标准体系，助力食品行业健康发展，我学会于前期开

展了食品行业检验方法问卷调研，通过对调研结果的归纳，梳理出行业在检测中遇到的实

际问题。为此，大会特别设置“检测方法”专题，聚焦食品中的微生物和营养素，借鉴 AOAC 

INTERNATIONAL 在相关标准方面的成功经验，通过研讨与交流，推动国际方法与我国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检测方法的对接与融合，助力食品行业健康快速发展。 

食品安全的起点应从卫生设计开始。大会期间，主办方围绕“发酵乳制品生产过程中

的卫生设计与安全保障”专门设立了 EHEDG培训班。该培训围绕发酵乳制品在生产过程中

的微生物污染典型案例，以及如何通过提升加工设备的卫生清洁能力避免有害菌的滋生等

主题，邀请国际专家与行业代表一道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并提供最佳解决方案。针对肉

制品供应链中的微生物风险及防控措施，大会主办方还与国际食品微生物标准委员会

（ICMSF）共同举办了“肉制品供应链微生物风险管理培训班”，通过对肉制品从原料、加

工环境、生产经营等整个供应链环节如何采用适当的微生物检验方法和有效的控制措施确

保肉制品的质量和安全等议题的讨论，以期促进从业者正确认识肉制品生产过程中的微生

物风险。 

 

 

发布日期：2019 年 4 月 18 日 

                                           【来源：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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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动态】 

韩国拟修改《健康功能食品法典》 

 

4 月 30 日，韩国食品安全处（MFDS）发布了第 2019-229 号公告，拟修改《健康功能

食品法典》的部分内容，其主要内容如下： 

1.根据《食品法典》、《食品添加剂法典》畜产品合并和编号体系的修改，修改《健康

功能食品法典》相关内容。 

2.增加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的每日摄入量单位。 

3.变更氨基葡萄糖的每日摄入量。 

4.删除维生素 C 原料名称中重复的标准规格内容（苏糖酸 2%以下）。 

5.设定月见草种子提取物的残留溶剂试验法。 

6.修改藤黄果提取物和金盏花提取物的功能性内容。 

7.修改烟酸、维生素 C 试验法中的误写，修改氨基葡萄糖、低聚果糖、脂肪酸等 8 种

健康功能食品原料的试验法，删除 10-HDA 子实体或菌丝体的含量及确认、酵母数、α-

淀粉酶及蛋白酶的试验法。 

以上意见征集时间至 2019 年 7 月 1 日。 

 

 

发布日期：2019 年 4 月 30 日 

                                      【来源：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处（MFDS）】 

 

 

 

韩国发布《食品法典》部分修改单 

 

4 月 26 日，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处（MFDS）发布了第 2019-31 号告示，修改《食品法

典》的部分内容，其主要内容如下： 

1. 修改碘和铯的标准。 

2. 新设定和修改双胍辛胺等 76 种农药残留限量标准。 

3. 新设定新设定喹氧灵等 4 种农药的一般试验方法 

  

 

发布日期：2019 年 4 月 26 日 

                                      【来源：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处（MF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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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发布条例限制食品中的反式脂肪含量 

据欧盟官方公报消息，2019 年 4 月 25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EU）2019/649 号条例，

限制食品中反式脂肪的含量。具体修订如下： 

在（EC）1925/2006 法规附件 III 的 B 部分中插入了下表：  

B 部分 

限制物质 

受限物质 使用条件 其他要求 

动物脂肪中天然

存在的反式脂肪

以外的反式脂肪 

面向最终消费者的食品和面

向零售的食品中每 100 克脂

肪中最多含 2 克脂肪 

向其他食品经营者供应非最终消费者食品或非零售食

品的食品经营者，应确保向供应的食品经营者提供反

式脂肪含量的信息，但动物源性脂肪中天然存在的反

式脂肪除外，其含量超过每 100 克脂肪 2 克。 

据了解，超标食品必须在 2021 年 4 月 1 日前从欧盟下架。 

 

 

发布日期：2019 年 4 月 25 日 

                                                【来源：欧盟委员会】 

 

 

巴林将通过新法限制功能饮料消费 

巴林《每日论坛报》4 月 22 日报道：为保护国民健康，继之前对功能饮料征收 100%

的消费税后，巴林协商会议又通过批准新法草案，拟限制国民消费含有咖啡因、牛磺酸、

人参、瓜拉那等成分的功能饮料。新法将禁止在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上宣传、

营销或广告功能饮料，限制对 18 岁以上（含）人群销售功能饮料，并禁止在学校和卫生机

构的餐厅、食堂销售功能饮料。该法还要求功能饮料携带健康警示标识。目前，新法草案

已经提交政府审议，并将最后提交议会进行表决。 

 

 

发布日期：2019 年 4 月 22 日 

【来源：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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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布关于营养标签上声明阿洛酮糖指南草案 

 

2019 年 4 月 17 日，美国食药局（FDA）发布关于营养标签上声明阿洛酮糖（allulose）

指南草案，该指南草案的目的是帮助生产厂符合营养标签要求。  

据了解，阿洛酮糖是一种甜味剂，该指南规定了在营养标签上声明含阿洛酮糖的相关

产品中碳水化合物、总糖、添加糖要求，同时也说明了 FDA 是如何计算阿洛酮糖热量值

的。该指南评草案议期为 60 天。 

 

 

发布日期：2019 年 4 月 17 日 

                                           【来源：美国食药局（FDA）】 

 

 

欧盟评估奇亚作为新型食品的安全性 

2019 年 4 月 17 日，应欧盟委员会要求，欧盟膳食、营养和过敏症科学小组（NDA）

就奇亚（欧鼠尾草） （Chia Seed（Salvia Hispanica L. ）作为新型食品的安全性发布意见。 

经过评估，专家小组得出结论，在评估的使用条件下，使用奇亚是安全的。 

部分原文报道如下： 

Following a request from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EFSA Panel on Nutrition, Novel 

foods and Food Allergens （NDA） was asked to deliver an opinion on overall safety assessment 

for chia seeds （Salvia hispanica L.） as a novel food （NF） pursuant to Regulation （EU） 

2015/2283 in the light of the increasing dietary intake from the growing number of authorised 

uses in recent years. The safety assessment of this NF is based on data supplied in seven 

applications, previous safety assessments of chia seeds and information retrieved from an 

extensive literature search done by EFSA. Since none of the applications addressed the possible 

formation of process contaminants, the present assessment is limited to those proposed extended 

uses which do not raise safety concerns regarding the formation of such contaminants. These 

include the use of whole and ground chia seeds added to chocolate, fruit spreads, fruit desserts, 

mixed fruit with coconut milk in twin pot, fruit‐preparations to underlay a dairy product,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7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6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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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uit‐preparations to be mixed with dairy products, confectionary （excluding chewing gums）， 

dairy products and analogues, edible ices, fruit and vegetables products, non‐alcoholic beverages 

and compotes from fruit and/or vegetables and/or with cereals. In addition, this assessment also 

concerns uses of chia seeds without specific restrictions and precautions regarding their use 

levels in other foods which usually do not include heat treatment during processing and cooking. 

Apart from allergenicity, the Panel did not identify any hazard which causes safety concerns. 

Lacking the basis and need to establish safe maximum intake levels for chia seeds, no exposure 

assessment was conducted. The Panel concludes that chia seeds are safe under the assessed 

conditions of use. 

 

 

发布日期：2019 年 4 月 17 日 

【来源：欧盟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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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经济委员会拟修订《牛奶及乳制品技术安全性》技术法规 

近日欧亚经济委员会代表提出用“饮用奶及复原乳”代替 TR TS 033《牛奶及乳制品

技术安全性》技术法规中原“饮用奶”定义，这意味着复原乳的营养价值得到了认同。 

复原乳是一种质地均匀不透明的液体。它的味道和颜色与牛奶相近，但具有轻微的煮

沸味及少许甜味。 

根据现行的 TR TS 033《牛奶及乳制品技术安全性》技术法规, 复原乳未被列入牛奶加

工产品清单中，它被描述为：已被包装的乳制品，或者是作为加工乳制品的原料，但不是

由浓缩或炼乳、干奶制品和水制成的饮用牛奶。 

根据欧亚经济委员声明，为保持 TR TS《牛奶及乳制品技术安全性》的定义保持一致，

目前“饮用奶”一词的定义范围正在商讨中。 

 

 

发布日期：2019 年 4 月 3 日 

【来源：欧亚经济委员会】 

 

 

日本修订《关于特定保健用食品的标识许可等》 

 

2019 年 3 月 29 日，日本消费者厅发布消食表第 143 号，修改《关于特定保健用食品

的标识许可等》的部分内容，此次修改内容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相关产品中功效

成分的分析方法，二是相关产品信息的标识。 

 

 

发布日期：2019 年 3 月 29 日 

【来源：日本消费者厅】 

  



全国特殊膳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66）秘书处 

67 

【全国食品发酵标准化中心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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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真实性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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