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部使用】 

 

全国食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工业发酵分技术委员会

（SAC/TC64SC5） 

委员通讯 
 

2020 年第 2 期（总第 6 期） 
主办：SAC/TC 64 SC 5  全国食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业发酵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2020年二季度 

 

目 录 

【标准制修订工作动态】 ................................................................................. 3 

TC 64/SC 5 工业发酵领域在编标准目录汇总 ................................................................................................... 3 

召开《蛋白酶制剂》国家标准第三次工作组会议 ............................................................................................ 4 

开展对《食品添加剂 果胶》（QB 2484-2000）等 11 项行业标准复审工作并上报复审意见 ..................... 6 

开展对《Α-淀粉酶制剂》等 10 项国家标准及《透明质酸钠》等 7 项行业标准申请制修订计划征求

意见工作 ............................................................................................................................................................... 7 

报送《酶制剂质量要求：第 3 部分 Α-淀粉酶制剂》等 10 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建议的函 ........... 9 

开展《海藻糖》（GBT 23529-2009）第 2 号修改单征求意见工作 .............................................................. 10 

筹建《谷氨酸钠（味精）》国家标准起草工作组及征集相关资料 .............................................................. 11 

筹建《脂肪酶制剂》国家标准起草工作组及征集相关资料 .......................................................................... 12 

筹建《食品加工用菌》行业标准起草工作组及征集相关资料 ...................................................................... 13 

筹建《低聚半乳糖》行业标准起草工作组及征集相关资料 .......................................................................... 14 

【标准化基础研究工作动态】 ....................................................................... 15 



全国食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业发酵分技术委员会（SAC/TC 64 SC 5）秘书处 

2 

主要研究方向 ..................................................................................................................................................... 15 

酶制剂标准化基础研究工作 .............................................................................................................................. 15 

合规性咨询与申报注册服务 .............................................................................................................................. 16 

【政策动态】 .................................................................................................. 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关于征求乳粉等 6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意见的

函 ......................................................................................................................................................................... 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关于征求柠檬酸锰等 3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意

见的函 ................................................................................................................................................................. 18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发布脱蛋白乳矿物乳糖粉（乳制品渗透物粉）适用标准（暂行）的公告 .............. 19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固体饮料、压片糖果、代用茶等食品专项整治的通知 .............................. 20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公开征求氧化亚氮等 7 种食品添加剂新品种意见 .......................................... 23 

关于瑞士乳杆菌 R0052 等 53 种“三新食品”的公告 .................................................................................... 24 

【相关解读】 .................................................................................................. 25 

解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重点人群营养健康指导建议》 .............................................................................. 25 

解读《关于瑞士乳杆菌 R0052 等 53 种“三新食品”的公告》 .................................................................... 26 

图解｜市场监管总局就 2019 年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答记者问 ........................................................ 35 

最新食品相关产品国抽实施细则意见稿解读 .................................................................................................. 42 

最新食品相关产品国抽实施细则意见稿解读 .................................................................................................. 45 

【前沿动态】 .................................................................................................. 48 

法国修订食品加工助剂使用法规 ...................................................................................................................... 48 

加拿大发布食品安全检测公告 .......................................................................................................................... 48 

欧盟评估一种磷脂酶 A1 的安全性 .................................................................................................................... 49 

欧盟评估一种溶血磷脂酶的安全性 .................................................................................................................. 50 

欧盟评估一种具有 Β-葡聚糖酶和-Β-木聚糖酶活性食品酶的安全性 ........................................................ 51 

欧盟评估一种内切-1,4-Β-木聚糖酶的安全性 .............................................................................................. 52 

加拿大批准在小麦即食谷物中使用聚山梨酯 80 ............................................................................................. 53 

日本发布《食品、添加剂等的规格标准》修改单 .......................................................................................... 53 

【全国食品发酵标准化中心简介】 ................................................................ 55 

【食品真实性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简介】 ................................................. 56 



全国食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业发酵分技术委员会（SAC/TC 64 SC 5）秘书处 

3 

【标准制修订工作动态】 

TC 64/SC 5 工业发酵领域在编标准目录汇总 

在研标准情况 

序号 标准计划号 标准计划名称 国标/行标 状态 

1 20100279-T-469 菊粉 国家标准 报批 

2 20142792-T-469  葡萄糖浆（粉） 国家标准 报批 

3 20131229-T-469 麦芽糊精 国家标准 报批 

4 20142791-T-469 果葡糖浆 国家标准 报批 

5 20142790-T-469 低聚果糖 国家标准 报批 

6 20131231-T-469 食品加工用酵母 国家标准 报批 

7 20131228-T-469 酵母加工制品 国家标准 报批 

8 20100280-T-469 食品生产用酵母鉴定评价 国家标准 报批 

10 2013-1877T-QB 壳寡糖 行业标准 报批 

11 2017-1402T-QB 酵母β母葡聚糖 行业标准 送审 

9 20142789-T-469 蛋白酶制剂 国家标准 起草 

12 2018-0065T-QB 磷脂酰丝氨酸 行业标准 起草 

13 2017-1400T-QB N-乙酰-D-氨基葡萄糖 行业标准 起草 

14 2017-1401T-QB 氨基葡萄糖 行业标准 起草 

15 2018-1590T-QB 面团发酵剂及其制品 行业标准 起草 

16 2018-1571T-QB 工业酶制剂通用试验方法 行业标准 在研 

17 2018-1572T-QB 
工业酶制剂通用检验规则和标志、包

装、运输、贮存 
行业标准 在研 

18 2019-1612T-QB 低聚半乳糖 行业标准 在研 

19 2019-1866T-QB 食品加工用菌 行业标准 在研 

20 20194227-T-469 谷氨酸钠（味精） 国家标准 在研 

21 20194226-T-469 脂肪酶制剂 国家标准 在研 

22 GB/T35538-2017 工业用酶制剂测定技术导则 国家标准外文版 在研 

23 3 修订 QB/T4576-201 透明质酸钠 行业标准 计划申报 

24 修订 QB/T2583-2003 纤维素酶制剂 行业标准 计划申报 

25 制定 N-乙酰神经氨酸 行业标准 计划申报 

26 制定 纳豆及其制品 行业标准 计划申报 

27 制定 纳豆激酶活力测定方法 行业标准 计划申报 

28 制定 凝结芽孢杆菌检验方法 行业标准 计划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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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蛋白酶制剂》国家标准第三次工作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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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对《食品添加剂 果胶》（QB 2484-2000）等 11 项行业标准复审工作并

上报复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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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对《α-淀粉酶制剂》等 10 项国家标准及《透明质酸钠》等 7 项行业标

准申请制修订计划征求意见工作 



全国食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业发酵分技术委员会（SAC/TC 64 SC 5）秘书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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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酶制剂质量要求：第 3 部分 α-淀粉酶制剂》等 10 项国家标准制修

订计划项目建议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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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海藻糖》（GBT 23529-2009）第 2 号修改单征求意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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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建《谷氨酸钠（味精）》国家标准起草工作组及征集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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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建《脂肪酶制剂》国家标准起草工作组及征集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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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建《食品加工用菌》行业标准起草工作组及征集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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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建《低聚半乳糖》行业标准起草工作组及征集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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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基础研究工作动态】 

主要研究方向 

2020年，标委会将继续在标委会建设、标准制修订以及基础研究和服务方面开展工

作。 

1、深化标委会平台建设，加强建立委员通讯，及时与行业与企业的需求对称，同时

以标准服务为抓手，将产品、标准、基础研究和合规性申报相结合，全面促进发酵标委会

在工业发酵领域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2、 完善和增强标准制修订工作的流程和效率，按时保质的完成已立项的标准，同时

充分调研行业需求，针对行业亟需的标准进行研究并适时提出立项。 

3、继续推动标准化基础研究对标准服务的支撑作用，促进发酵行业相关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和科技项目申报，探索建立行业标准化技术战略合作模式。 

近期主要标准化工作如下： 

 

酶制剂标准化基础研究工作 

 

开展酶制剂安全性研究，推动酶制剂新品种合规性进程，完善我国酶制剂标准技术体

系。在标准化技术合作研究、产品合规性咨询和申报、产品检测分析等方面建立行业交流

服务平台。牵头制修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食品工业用酶制剂》、《工业用酶

制剂测定技术导则》、《蛋白酶制剂》、《脂肪酶制剂》等标准研究计划项目。完成酶制剂标

准化实验室组建升级，引进全套自动生化分析仪等设备。围绕我国酶制剂行业酶活测定方

法缺失和不统一问题，现组织国内外二十余家酶制剂企业组建酶制剂标准工作组，开展我

国酶制剂活力测定方法行业比对工作。已完成 16 家国内外实验室关于蛋白酶行业比对工

作。 

 

益生菌益生元标准化基础研究工作开展低聚糖检测方法、益生菌鉴定、质量评

价方面研究，承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用菌种》、《低聚果糖》、《菊粉》、《食品加工

用酵母》、《食品用乳酸菌鉴定技术指南》、《食品生产用酵母鉴定技术指南》、《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用菌种安全性评估性评价程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酵母葡聚糖测定

方法》相关标准制修订工作。已完成《酵母-β葡聚糖》行业标准审查工作。 

联合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江南大学等单位中标“保健食品原料目录研究专项

课题”，承担 9种益生菌 7种益生元原料质量技术要求研究子课题。正继续开展菊粉

（Inulin）、异麦芽低聚糖（IMO）、低聚半乳糖（GOS）、低聚木糖（XOS）、低聚乳果糖

（LACT）、大豆低聚糖（SOS）益生元和两岐双岐杆菌、鼠李糖乳杆菌等益生菌的研究工

作。项目完成将促进益生菌和益生元市场和产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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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性咨询与申报注册服务 

 

秘书处依托长期技术研究与标准制定经验，为国内外企业提供新食品原料（新菌

种）、添加剂新品种和扩大使用范围、食品相关产品、特殊医学用途食品申报服务。现公

示批准 10项、研究申报中 13项、洽谈评估申报服务工作 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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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动态】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关于征求乳粉等 6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食标秘发〔2020〕2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我委组织起草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粉》

等 6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请于 2020年 6月 3日

前登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信息系统（http://sppt.cfsa.net.cn:8086/cfsa_aiguo）在

线提交反馈意见。 

 

 

  附件：   征求意见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意见稿及编制说明.zip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 

  2020年 4月 2日 

 

 

  附件 

 

 

  征求意见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目录 

 

序号 名  称 

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粉（征求意见稿） 

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浓缩乳制品（征求意见稿） 

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征求意见稿） 

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环芳烃的测定（征求意见稿） 

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叶酸的测定（征求意见稿） 

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乙氧基喹啉残留量的测定（征求意见稿） 

 

 

发布日期：2020 年 4月 8日 

【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21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50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372.html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2004/08/16-36-06-91-564860.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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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关于征求柠檬酸锰等 3 项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食标秘发〔2020〕52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我委组织起草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柠檬酸

锰》等 3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请于 2020年 6月

6 日前登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信息系统（https://sppt.cfsa.net.cn:8086/cfsa_aig

uo）在线提交反馈意见。 

 

附件：征求意见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目录 

 意见稿和编制说明下载.zip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 

  2020年 4月 8日 

 

 

  附件  征求意见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目录 

 

序号 名  称 

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柠檬酸锰（征求意见稿） 

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氯化铬（征求意见稿） 

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L-抗坏血酸钾（征求意见稿）  

         

 

 

发布日期：2020 年 4月 16 日 

【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2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2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372.html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2004/16/10-17-35-88-564860.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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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发布脱蛋白乳矿物乳糖粉（乳制品渗透物粉）适用标准

（暂行）的公告 

2020年 第 3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经对相关国际食品法典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研究，并审查通过，发布脱蛋白乳矿物乳糖粉（乳制品渗透物粉）适用标准（暂行，详见

附件）。 

  

  特此公告。 

  

  附件：    脱蛋白乳矿物乳糖粉（乳制品渗透物粉）适用标准（暂行）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0 年 5月 12日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5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21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21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85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52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52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4.html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2005/15/18-34-28-93-940446.doc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8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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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固体饮料、压片糖果、代用茶等食品专项整治

的通知 

（市监食生〔202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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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严厉打击固体饮料、压片糖果、代用

茶等特殊形态或包装形式的食品非法添加、虚假宣传、违规销售等违法违规行为，市场监

管总局决定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整治重点 

（一）整治对象 

1. 企业名称中含有“生物”“科技”“医药”“营养”等字样的，获证类别为饮

料、糖果、果冻、代用茶、茶制品、其他酒、蜜饯、水果制品、水产制品和其他食品的食

品生产者及委托生产者。 

2. 母婴店、医院及其附近的食品销售单位、相关食品生产者直销网点、线上销售渠

道以及面向老年、病弱群体的“保健”类店铺等食品经营者。 

（二）整治的违法违规行为 

1. 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超出许可范围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生产经营未

按规定注册、备案的特殊食品。 

2. 生产经营非法添加非食品原料、非食用物质、药品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

的食品。 

3. 食品标签、说明书明示或暗示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及保健功能，利用包括广告、

会议、讲座、健康咨询在内的任何方式对食品进行虚假宣传的行为。 

4. 利用网络、会议营销、电话营销、直销等方式违法营销食品，将普通食品与特殊

食品进行混放销售、以普通食品冒充特殊食品销售等违规销售行为。 

二、整治措施 

（一）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开展自查 

食品生产经营者要对生产经营情况和生产经营的食品开展全面自查，重点如下： 

1. 生产许可情况。是否持续保持食品生产许可条件，是否以固体饮料等许可类别超

范围生产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保健食品、特殊膳食食品等。 

2. 过程控制情况。是否采购使用无合格证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食

品添加剂，是否按照食品安全标准要求设立食品安全关键环节的控制措施及操作规程，是

否无产品标准受托生产食品，受托生产是否按照规定留存样品并做好记录。 

3. 非法添加情况。食品原料是否来源明确、标识清楚，是否专人管理食品添加剂，

生产过程中是否按照产品配方进行投料，原料领用、投料等记录是否齐全，是否违法添加

药品、非食用物质、仅限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等。 

4. 标签标识情况。产品名称是否反映食品的真实属性，是否使用药品名称命名食

品，营养信息是否真实客观，是否执行相应食品安全标准或标注适用婴幼儿等特殊人群，

是否标注或暗示有疾病预防、治疗或保健功能及满足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

或特定疾病人群对营养素或膳食的特殊需要。 

5. 宣传和销售情况。是否如实记录进货查验等信息，是否购进标签、说明书涉及疾

病预防、治疗以及保健功能的普通食品并与特殊食品混放销售，是否在销售中利用会议、

讲座、健康咨询、专家推介、虚假广告等形式向婴幼儿、儿童、老年等特殊人群进行虚假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81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60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1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8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8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5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08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3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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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是否未经许可或在许可登记的经营场所外，利用网络、会议、电话等营销方式违法

销售。 

（二）加强监督检查和抽检监测，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1. 加强监督检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结合许可工作，对整治对象进行全面梳理，

掌握产品名称、执行标准、原料使用、适用人群、包装或食用形式、委托生产等情况。要

结合企业自查情况，重点检查企业是否超许可范围生产经营，原料是否合法合规，采购、

投料等记录是否真实，是否非法添加，标签标识是否虚假，是否非法销售和虚假宣传等。

对发现涉嫌非法添加、非法声称产品功效的产品，要及时进行核查，严防严控食品安全风

险。 

2. 加强抽检监测。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对有委托生产、涉嫌疾病预防、治疗及保健

功能声称或“纤体”“瘦身”等类似宣传用语、有适宜人群或定量食用的食品，加大抽检

监测力度。重点检验与宣传用语相关的物质是否符合规定，是否非法添加咖啡因、双醋酚

丁、匹克硫酸钠、麻黄碱、伪麻黄碱、酚酞、西地那非、育亨宾、布洛芬、盐酸二甲双

胍、γ-羟基丁酸等药品、非食用物质以及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3. 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相关规

定，对检查和抽检监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依法处置，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处罚力

度，落实违法行为“处罚到人”。涉及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等法律法规

的，要实施联合惩戒。涉嫌犯罪的，及时移交公安机关。 

三、时间安排 

（一）第一阶段：2020 年 7月 31日前，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开展自查，全面排查食

品安全风险。 

（二）第二阶段：2020 年 8月 1日至 2020年 10月 31日，开展集中整治，严厉查处

违法违规行为。 

（三）第三阶段：2020 年 11月，对专项整治工作进行总结，完善相关工作制度措

施。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实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落实

属地责任，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地专项整治工作细化方案，认真抓好落实，做好专项整治

工作。 

（二）坚持打建结合。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既要针对当前突出问题，发现一起重处一

起，盯住不放，久久为功，还要固本强基、建立长效机制，出台制度措施，形成科学有效

的治理体系。 

（三）注重宣传引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大力宣传典型经验和做法，同时及时曝光

违法案例，形成有效震慑。要坚持开门搞整治，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强化社会共治。 

请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将专项整治的基本情况、主要做法、典型案例、发现问题及原因

分析、制度建设及工作建议等形成报告，以及统计表（见附件）的电子版、纸质版，于

2020年 12月 10日前报送总局食品生产司。 

 

 

 

 

 

 

http://law.foodmate.net/show-1861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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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专项整治情况统计表 （此件公开发布） 

  

  报送单位（盖章）                                    联系人：        电话： 

类

别 

检

查食

品生

产/经

营者

数

（家

） 

发

现问

题数

（家

） 

问

题类

型 

抽

检样

品

（批

次） 

不

合格

数

（批

次） 

不

合格

项目 

责

令整

改

（家

） 

责

令停

产

（家

） 

立

案查

处

（起

） 

罚

没款 

（

万

元） 

吊

销许

可证

（张

） 

移

送公

安

（件

） 

                          

                          

                          

                          

                          

 

      注：1. 类别指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类别，可具体到类别名称，如 0606 固体饮料。 

      2. 问题类型指非法添加、虚假宣传、违规销售等。 

 

发布日期：2020 年 5月 14 日 

                     【来源：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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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公开征求氧化亚氮等 7 种食品添加剂新品种意见 

 

根据《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管理办法》和《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申报与受理规定》的规

定，氧化亚氮等 7种食品添加剂新品种已通过专家评审委员会技术审查（具体情况见附

件）。现公开征求意见，请于 2020年 6月 20日前将意见反馈至我中心邮箱

（zqyj@cfsa.net.cn），逾期将视为无意见。 

 

 

  附件： 

     氧化亚氮等 7种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的名单和相关背景材料.pdf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2020 年 5月 20日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22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0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372.html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2005/26/08-58-08-63-564860.pdf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2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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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瑞士乳杆菌 R0052 等 53 种“三新食品”的公告 

2020年第 4号 

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审评机构组织专家对瑞士乳杆菌 R0052等 4种新食品原

料、三赞胶等 21种食品添加剂新品种、辛酸锌等 28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的安全性评估

材料审查并通过。 

  

  特此公告。 

  

  附件：   瑞士乳杆菌 R0052等 4种新食品原料、三赞胶等 21种食品添加剂新品

种、辛酸锌等 28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公告文本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0 年 5月 20日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94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8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8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22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06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2006/03/17-38-05-54-940446.pdf
http://file1.foodmate.net/file/news/202006/03/17-38-05-54-94044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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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解读】 

解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重点人群营养健康指导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广大居民居家静态生活时间较长，运动量大幅减少，屏幕时间显

著增多，部分疫情较重地区蔬菜、水产品等新鲜食物供应受限，对居民身心健康产生影

响。特别是老年人免疫功能较弱、儿童青少年正处在生长发育和行为形成的关键期，长时

间居家生活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影响较大。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工作已从应急状态转为常态化，为加强对老年人、儿童青少年等

重点人群的营养健康指导，减少疫情期间长时间居家生活对其身心健康的影响和后续可能

出现的肥胖、慢性病等不良健康后果，切实维护重点人群身体健康，巩固当前疫情防控成

果，我委组织编制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老年人、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指导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老年人群营养健康指导建议》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儿童青少年

营养指导建议》根据老年人、儿童青少年不同的人群特点和营养需求，针对摄入食物的种

类、数量、频次、烹饪方式等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同时对足量饮水、积极身体活动、保持

健康体重、加强慢病管理等也提出了建议，以指导广大老年人群和儿童青少年均衡膳食，

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有效维护身心健康。 

 

 

发布日期：2020 年 5月 14 日 

【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40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77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8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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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关于瑞士乳杆菌 R0052 等 53 种“三新食品”的公告》 

2020年第 4号 

 

一、新食品原料 

（一）瑞士乳杆菌 R0052、婴儿双歧杆菌 R0033和两歧双歧杆菌 R0071 

2010年瑞士乳杆菌、婴儿双歧杆菌和两歧双歧杆菌已列入我国《可用于食品的菌种名

单》。瑞士乳杆菌 R0052（Lactobacillus helveticus R0052）从乳制品中分离得到，婴儿

双歧杆菌 R0033（Bifidobacterium infantis R0033）从婴儿肠道分离得到，两歧双歧杆

菌 R0071（Bifidobacterium bifidum R0071）从成人肠道分离得到。3种菌株粉的性状均

为米色颗粒状粉末。瑞士乳杆菌 R0052、婴儿双歧杆菌 R0033 和两歧双歧杆菌 R0071 已通

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认证为一般认为安全（GRAS）物质。含有这 3种菌株的产品已在加

拿大、波兰、澳大利亚被批准用于婴幼儿。国内外开展的多项婴幼儿临床研究证明，该 3

种菌株具有较好的食用安全性，且耐受性良好。 

 根据《食品安全法》和《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规定，审评机构依照法定

程序，组织专家对瑞士乳杆菌 R0052、婴儿双歧杆菌 R0033 和两歧双歧杆菌 R0071 的安全

性评估材料进行审查并通过。新食品原料生产和使用应当符合公告内容以及食品安全相关

法规要求。 

 3种菌株原料的食品安全指标应当符合我国相关标准。 

（二）赶黄草 

 赶黄草（Penthorum chinense Pursh.）为虎耳草科、扯根菜属，在我国四川、广东、

山西、浙江、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陕西、甘肃、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

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大部分地区均有分布。民间有食用历史，食用方式以泡饮为主。

本次申报的产品为赶黄草的茎和叶，食用方式为泡饮。 

 根据《食品安全法》和《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审评机构组织专家对赶黄

草的安全性评估材料审查并通过。新食品原料生产单位应当按照公告内容生产和使用，符

合食品安全要求。鉴于赶黄草在婴幼儿、少年儿童、孕妇及哺乳期妇女人群中的食用安全

性资料不足，从风险预防原则考虑，上述人群不宜食用，标签及说明书中应当标注不适宜

人群。 

该原料的食品安全指标按照我国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茶叶的规定执行。 

二、食品添加剂新品种 

（一）三赞胶 

1.背景资料。三赞胶是以鞘氨醇单胞菌属（Sphingomonas sp.）菌株TP-3（Sphingomonas 

sanxanigenens sp.nov.）为生产菌，淀粉或葡萄糖等为主要原料，经发酵、提取、干燥等

工艺制成的产品。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增稠剂、稳定和凝固剂用于肉灌肠类（食品类别 08.03.05）、

果蔬汁（浆）类饮料（食品类别 14.02.03）和植物蛋白饮料（食品类别 14.03.02），改善

产品的感官品质和稳定性，其质量规格按照公告的相关内容执行。 

（二）阿拉伯呋喃糖苷酶 

 1.背景资料。李氏木霉（Trichoderma reesei）来源的阿拉伯呋喃糖苷酶申请作为食

品工业用酶制剂新品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丹麦兽医和食品局等允许其作为食品工业

用酶制剂使用。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剂，主要用于谷物加工，分离谷物淀粉、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4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941.html
http://law.foodmate.net/show-1861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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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蛋白和谷物纤维。其质量规格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食品工业用酶制

剂》（GB 1886.174）。 

 （三）多聚半乳糖醛酸酶 

1.背景资料。黑曲霉（Aspergillus niger）来源的多聚半乳糖醛酸酶申请作为食品工

业用酶制剂新品种。法国食品安全局、丹麦兽医和食品局等允许其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剂

使用。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剂，主要用于果汁加工，提高果汁得率和

澄清果汁。其质量规格执行 GB 1886.174。 

（四）果胶裂解酶 

 1.背景资料。李氏木霉（Trichoderma reesei）来源的果胶裂解酶申请作为食品工业

用酶制剂新品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丹麦兽医和食品局等允许其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

剂使用。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剂，主要用于果蔬汁饮料、果酒、果泥、

葡萄酒等食品，分解果胶。其质量规格执行 GB 1886.174。 

 （五）麦芽四糖水解酶 

1.背景资料。地衣芽孢杆菌（Bacillus licheniformis）来源的麦芽四糖水解酶申请

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剂新品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日本厚生劳动省等允许其作为食品

工业用酶制剂使用。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剂，主要用于烘焙食品等，延缓焙烤制品

老化。其质量规格执行 GB 1886.174。 

 （六）木聚糖酶 

 1.背景资料。李氏木霉（Trichoderma reesei）来源的木聚糖酶申请作为食品工业用

酶制剂新品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丹麦兽医和食品局等允许其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剂

使用。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剂，主要用于谷物加工，分离谷物淀粉、

谷物蛋白和谷物纤维。其质量规格执行 GB 1886.174。 

 （七）α-葡萄糖苷酶 

 1.背景资料。李氏木霉（Trichoderma reesei）来源的α-葡萄糖苷酶申请作为食品

工业用酶制剂新品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允许其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剂使用。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剂，主要用于谷物加工，将谷物中的低聚

麦芽糖转化为低聚异麦芽糖。其质量规格执行 GB 1886.174。 

 （八）乳糖酶 

 1.背景资料。地衣芽孢杆菌（Bacillus licheniformis）来源的乳糖酶申请作为食品

工业用酶制剂新品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丹麦兽医和食品局等允许其作为食品工业用

酶制剂使用。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剂，主要用于乳及乳制品加工，水解乳糖。

其质量规格执行 GB 1886.174。 

 （九）羧肽酶 

1.背景资料。黑曲霉（Aspergillus niger）来源的羧肽酶申请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剂

新品种。法国食品安全局、丹麦兽医和食品局等允许其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剂使用。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剂，主要用于干酪和发酵肉制品的加工，

去除苦味和加速成熟过程中香味的出现。其质量规格执行 GB 1886.174。 

 （十）脂肪酶 

 1.背景资料。黑曲霉（Aspergillus niger）来源的脂肪酶申请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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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新品种。法国食品安全局、丹麦兽医和食品局、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等允许其作为食品

工业用酶制剂使用。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剂，主要用于烘焙食品等，增加生面团发

酵的稳定性。其质量规格执行 GB 1886.174。 

 （十一）α-淀粉酶 

1.背景资料。李氏木霉（Trichoderma reesei）来源的α-淀粉酶申请作为食品工业

用酶制剂新品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丹麦兽医和食品局等允许其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

剂使用。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剂，主要用于酒精发酵和谷物加工，提高

酒精得率和淀粉的液化速率。其质量规格执行 GB 1886.174。 

（十二）蛋白酶 

1.背景资料。李氏木霉（Trichoderma reesei）来源的蛋白酶申请作为食品工业用酶

制剂新品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丹麦兽医和食品局等允许其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剂使

用。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剂，主要用于酒精发酵和谷物加工，提高

果汁和淀粉得率。其质量规格执行 GB 1886.174。 

 （十三）葡糖异构酶 

1.背景资料。锈棕色链霉菌（Streptomyces rubiginosus）来源的葡糖异构酶申请作

为食品工业用酶制剂新品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日本厚生劳动省等允许其作为食品工

业用酶制剂使用。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剂，主要用于生产高果糖玉米糖浆，提高

果糖分子甜度。其质量规格执行 GB 1886.174。 

 （十四）脂肪酶 

1.背景资料。多形汉逊酵母（Hansenula polymorpha）来源的脂肪酶申请作为食品工

业用酶制剂新品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丹麦兽医和食品局等允许其作为食品工业用酶

制剂使用。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食品工业用酶制剂，主要用于面包、面条等，使面团蓬松、

稳定。其质量规格执行 GB 1886.174。 

 （十五）硫酸钙 

 1.背景资料。硫酸钙作为稳定和凝固剂已列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

准》（GB 2760），允许用于小麦粉制品、面包、糕点、腊肠、肉灌肠类等食品类别，本次申

请扩大使用范围用于淀粉制品（食品类别 06.05.02）、焙烤食品馅料及表面用挂浆（食品

类别 07.04）、调理肉制品（生肉添加调理料）（食品类别 08.02.01）、其他熟肉制品（食品

类别 08.03.09）、冷冻鱼糜制品（包括鱼丸等）（食品类别 09.02.03）、其他半固体复合调

味料（食品类别 12.10.02.04）、果冻（食品类别 16.01）。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日本厚生

劳动省等允许其作为稳定剂用于各类食品。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

剂联合专家委员会评估结果，该物质的每日允许摄入量不需要限定。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稳定和凝固剂用于淀粉制品（食品类别 06.05.02）、焙烤

食品馅料及表面用挂浆（食品类别 07.04）、调理肉制品（生肉添加调理料）（食品类别

08.02.01）、其他熟肉制品（食品类别 08.03.09）、冷冻鱼糜制品（包括鱼丸等）（食品类别

09.02.03）、其他半固体复合调味料（食品类别 12.10.02.04）、果冻（食品类别 16.01），

改善产品质构。其质量规格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硫酸钙》（GB 1886.6）。 

 （十六）迷迭香提取物 

 1.背景资料。迷迭香提取物作为食品添加剂已列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http://down.foodmate.net/standard/sort/3/42543.html
http://down.foodmate.net/standard/sort/3/4254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8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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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标准》（GB 2760），允许用于植物油脂、油炸面制品等食品类别，本次申请扩大使用范

围用于植物蛋白饮料（食品类别 14.03.02）。日本厚生劳动省允许其作为抗氧化剂用于各

类食品。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评估结果，该物质

的临时每日容许摄入量为 0.3mg/kg bw（以鼠尾草酸和鼠尾草酚计）。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抗氧化剂用于植物蛋白饮料（食品类别 14.03.02），延缓

产品氧化。其质量规格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迷迭香提取物》（GB 1886.172）。 

（十七）甜菊糖苷 

 1.背景资料。甜菊糖苷作为甜味剂已列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0），允许用于蜜饯凉果、糖果、糕点等食品类别，本次申请扩大使用范围用于腌

渍的蔬菜（食品类别 04.02.02.03）、发酵蔬菜制品（食品类别 04.02.02.06）、新型豆制品

（食品类别 04.04.01.05）、可可制品、巧克力和巧克力制品，包括代可可脂巧克力及制品

（食品类别 05.01）、饼干（食品类别 07.03）。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欧盟委员会、日本厚

生劳动省等允许其作为甜味剂用于多种食品。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

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评估结果，该物质的每日允许摄入量为4mg/kg bw（以甜菊醇当量计）。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甜味剂用于腌渍的蔬菜（食品类别 04.02.02.03）、发酵蔬

菜制品（食品类别 04.02.02.06）、新型豆制品（食品类别 04.04.01.05）、可可制品、巧克

力和巧克力制品，包括代可可脂巧克力及制品（食品类别 05.01）、饼干（食品类别 07.03），

调节产品口味。其质量规格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甜菊糖苷》（GB 8270）。 

（十八）乙酰磺胺酸钾（又名安赛蜜） 

1.背景资料。乙酰磺胺酸钾（又名安赛蜜）作为食品添加剂已列入《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允许用于焙烤食品、饮料类等食品类别，本次申请

扩大使用范围用于豆干类（食品类别 04.04.01.02）、即食谷物，包括碾轧燕麦（片）（食品

类别 06.06），扩大用量用于糕点（食品类别 07.02）、茶（类）饮料（食品类别 14.05.01）、

配制酒（食品类别 15.02）。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允许其作为甜味剂用于罐头或密封包装的

素食、早餐谷物、精致焙烤制品、水基调味饮料、酒类等。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

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评估结果，该物质的每日允许摄入量为 15mg/kg bw。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甜味剂用于豆干类（食品类别 04.04.01.02）、即食谷物，

包括碾轧燕麦（片）（食品类别 06.06）、糕点（食品类别 07.02）、茶（类）饮料（食品类

别 14.05.01）、配制酒（食品类别 15.02），调节产品口味。其质量规格执行《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乙酰磺胺酸钾》（GB 25540）。 

（十九）植物炭黑 

1.背景资料。植物炭黑作为着色剂已列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0），允许用于冷冻饮品、糕点、饼干等食品类别，本次申请用于复合调味料（食

品类别 12.10）和膨化食品（食品类别 16.06）。日本厚生劳动省允许其作为着色剂用于各

类食品。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着色剂用于复合调味料（食品类别 12.10）和膨化食品（食

品类别 16.06），调节产品颜色。其质量规格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植物炭

黑》（GB 28308）。 

（二十）磷酸 

1.背景资料。磷酸作为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已列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

用标准》（GB 2760），允许用于发酵工艺，本次申请扩大使用范围用于酵母加工制品的生产

工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食品标准局允许其作为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用于各类食品。根据

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评估结果，磷酸盐类物质的每

日最大容许摄入量为 70 mg/kg bw（以 P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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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用于酵母加工制品的生产工艺，提高

酵母加工制品的得率和质量。其质量规格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磷酸》（GB 

1886.15）。 

 （二十一）硒化卡拉胶 

1.背景资料。硒作为食品营养强化剂已列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

标准》（GB 14880），允许用于调制乳粉、大米及其制品、小麦粉及其制品、杂粮粉及其制

品、面包、饼干、含乳饮料等食品类别，其中硒化卡拉胶仅允许用于含乳饮料。本次硒化

卡拉胶申请扩大使用范围至调制乳粉、大米及其制品、小麦粉及其制品、杂粮粉及其制品、

面包、饼干。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食品营养强化剂，增加产品中硒含量。其质量规格执行《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硒化卡拉胶》（GB 1903.23）。 

三、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 

（一）辛酸锌 

1.背景资料。该物质常温下为白色固体粉末。欧盟委员会、日本卫生烯烃与苯乙烯塑

料协会和南方共同市场均允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在乙烯-乙烯醇共聚物（EVOH）的加工过程中起润滑剂的作用，

用于改善加工过程中 EVOH 聚合物的流动性。 

（二）3-羟丙基封端的二甲基[硅氧烷与聚硅氧烷]与聚 ε-己内酯形成的二元酯的二

醋酸酯。 

1.背景资料。该物质常温下为固体，不溶于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洲委员会均

允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热稳定性高，与成膜物质相容性好，能提高涂层的耐刮擦性。 

（三）2,2-二甲基-1,3-丙二醇，乙二醇，间苯二甲酸，对苯二酸二甲酯，二聚酸及偏

苯三甲酸酐的共聚物 

1.背景资料。该物质不溶于水，溶于有机溶剂。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洲委员会均

允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用在涂料中，能显著提高涂层硬度。 

 （四）霞石正长岩 

1.背景资料。该物质为白色粉末，不溶于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盟委员会均允

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用作塑料材料及制品的抗粘结剂和填充剂，起抗粘结作用和填

充作用。 

（五）1,2,4-苯三酸酐与 4,4'-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和 3,3'-二甲基-4,4'-联苯二

异氰酸酯的共聚物 

1.背景资料。该物质为黄棕色无味固体，通常以水溶液形式出现，常温条件下稳定。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洲委员会均允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具有较好的粘结性能和热稳定性，能增加涂层与金属基材间的

附着力。 

（六）二甲基甲基氢（硅氧烷与聚硅氧烷）与乙烯基封端的二甲基硅氧烷的反应产物 

1.背景资料。该物质在常温下为固体，不溶于乙醇和水，可溶于大部分脂肪族和芳香

烃溶剂。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均允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纸和纸

板材料及制品。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是有机硅消泡剂的主要成分。制备所得的有机硅消泡剂产品最

终用于纸浆的生产过程中，通过减少泡沫提高纸浆的质量以及洗涤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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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2-二甲基-1,3-丙二醇与乙二醇、1,3-苯二甲酸、癸二酸、1,4-苯二甲酸和偏

苯三甲酸酐的聚合物 

1.背景资料。该物质不溶于水，可溶于有机溶剂。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洲委员会

均允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用在涂料中，可增强涂料在金属表面的附着力。 

（八）硅灰石 

1.背景资料。该物质在常温下呈固态。《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

加剂使用标准》（GB 9685-2016）已批准该物质作为添加剂用于聚乙烯（PE）、聚丙烯（PP）

和聚苯乙烯（PS）等多种塑料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中。此次申请将其使用范围扩大至食品

接触用橡胶材料及制品。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洲委员会均允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

橡胶材料及制品。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填料加入橡胶材料及制品，可使其达到适宜使用的硬度和

力学性能，尤其可增强橡胶的耐摩擦性能。 

（九）芥酸酰胺 

1.背景资料。该物质在常温下呈固态。GB 9685-2016已批准该物质作为添加剂用于聚

丙烯（PP）、聚乙烯（PE）等塑料材料及制品中。此次申请将其使用范围扩大至聚氯乙烯（PVC）

塑料材料及制品。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盟委员会均允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 PVC塑

料材料及制品。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一种爽滑剂用于 PVC密封垫片，可以降低其与密封容器瓶

口的摩擦系数，便于密封容器的开启。 

（十）3-氨基丙基三乙氧基硅烷 

1.背景资料。该物质在常温常压下呈液态。GB 9685-2016已批准其作为添加剂用于食

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粘合剂，原国家卫生计生委 2018年第 3号公告批准该物质用于聚酰

胺（PA）塑料材料及制品。此次申请将其使用范围扩大至聚苯硫醚（PPS）塑料材料及制品。

欧盟委员会和瑞士联邦政府均允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 PPS塑料材料及制品。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用作 PPS塑料的添加剂，可提高 PPS树脂与玻璃纤维之间的相

容性，以及 PPS 分子链之间的交联度，从而提高 PPS塑料的物理机械性能。 

（十一）对苯二甲酸二甲酯与 1,4-丁二醇和 α-氢-ω-羟基聚（氧-1,4-丁烷二基）的

聚合物 

1.背景资料。该物质在常温下为固体。《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树脂》（GB 

4806.6-2016）已批准其作为食品接触用塑料树脂使用，本次申请将其作为添加剂用于聚对

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塑料材料及制品。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盟委员会均允许该物

质用于 PET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 PET塑料材料及制品的添加剂，可以提高其易撕性。 

（十二）2-丙烯酸与 2-丙烯酰胺聚合物的钠盐 

1.背景资料。该物质为乳白色乳液聚合物。GB 9685-2016已批准其作为添加剂用于食

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最大使用量为 0.1%；本次申请将其使用量扩大至 0.5%。美

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洲委员会均允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且无

使用量限制要求。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各种类型纸张的增强剂，在纸张的湿部生产中起到平衡电

荷以及提高强度的功能。 

（十三）2-甲基-2-丙烯酸与 2-丙烯酸乙酯和 2-丙烯酸的聚合物 

1.背景资料。该物质为乳白色乳液聚合物。GB 9685-2016已批准其作为添加剂用于食

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本次申请将其使用范围扩大至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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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盟委员会均允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粘合剂。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用于水性聚丙烯酸粘合剂中起粘度调整作用。 

（十四）C.I.分散紫 26 

1.背景资料。C.I.分散紫 26是一种紫色着色剂。GB 9685-2016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 2018年第 11号公告批准其作为添加剂用于聚苯醚（PPE）、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

物（ABS）、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和聚苯乙烯（PS）类塑料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中。

此次申请将其使用范围扩大至 AS 塑料中。法国卫生部和日本卫生烯烃与苯乙烯塑料协会

均允许其用于食品接触用 AS塑料材料及制品。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是一种着色剂，添加了该物质的 AS塑料具有较好的颜色热稳定

性和耐光性。 

（十五）玻璃纤维 

1.背景资料。该物质在常温下呈固态。GB 9685-2016已批准该物质作为添加剂用于聚

乙烯（PE）、聚丙烯（PP）、聚苯乙烯（PS）等塑料类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此次申请将其

使用范围扩大到聚四氟乙烯（PTFE）塑料材料及制品。欧盟委员会、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

及瑞士联邦政府均允许该物质用于 PTFE塑料材料及制品。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一种填料，可以提高食品接触用 PTFE塑料材料及制品的硬

度及抗形变等性能。 

（十六）2-甲基-2-丙烯酸甲酯与乙烯基苯、2-丙烯酸-2-乙基己基酯和 2-丙烯酸甲酯

的聚合物 

1.背景资料。该物质为乳白色乳液聚合物。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盟委员会均允许

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粘合剂。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用作生产复合包装和标签所用水性粘合剂的原料，有助于发挥

良好的粘结性能。 

（十七）2-甲基丙烯酸甲酯与丙烯酸丁酯、乙酸乙烯酯和 2-丙烯酸-2-乙基己基酯的

聚合物 

1.背景资料。该物质为乳白色乳液聚合物。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盟委员会均允许

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粘合剂。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用作生产复合包装和标签所用水性粘合剂的原料，有助于发挥

良好的粘结性能。 

（十八）2-甲基-2-丙烯酸甲酯与乙酸乙烯酯和 2-丙烯酸-2-乙基己基酯的聚合物 

1.背景资料。该物质以乳白色乳液聚合物形式存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盟委员

会均允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粘合剂。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用作生产复合包装和标签所用水性粘合剂的原料，有助于发挥

良好的粘结性能。 

（十九）2-丙烯酸-2-乙基己基酯与乙酸乙烯酯的聚合物 

1.背景资料。该物质为乳白色乳液聚合物。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盟委员会均允许

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粘合剂。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用作生产复合包装和标签所用水性粘合剂的原料，有助于发挥

良好的粘结性能。 

（二十）1,3-苯二甲酸与 1,4-苯二甲酸、1,4-二（羟甲基）环己烷和 2-甲基-1,3-丙

二醇的聚合物 

1.背景资料。该物质为白色或者淡黄色透明颗粒。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洲委员会

均允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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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为涂料的成膜物质，添加该物质的聚酯涂料使用范围广，具有

较好的耐化学性能和柔韧性。 

（二十一）（2E,4E）-2,4-己二烯酸与对苯二酚、氯甲基环氧乙烷、2-丙烯酸乙酯、4,4'-

亚甲基双（2,6-二甲基酚）、2-甲基-2-丙烯酸甲酯、2-甲基-2-丙烯酸和丙烯酸的聚合物与

二甲胺基乙醇的反应产物 

1.背景资料。该物质是一种可溶于水的基础树脂。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荷兰卫生福

利体育局均允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 

2.工艺必要性。以该物质为原料生产的涂层具有较好的耐化学性能和延展性能。 

（二十二）1,3-二氢-1,3-二氧代-5-异苯并呋喃羧酸与 1,2-乙二醇的聚合物 

1.背景资料。该物质是一种不溶于水的基础树脂。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洲委员会

均允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主要成膜物质，形成的涂层具有耐酸性。 

 （二十三）甲醛与对叔丁基苯酚和双酚 A的聚合物 

1.背景资料。该物质为澄清透明液体。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洲委员会均允许该物

质用于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是一种高分子交联固化剂，能提高涂层的物理力学性能和耐化

学性能。 

（二十四）乙二醇与 1,3-苯二甲酸、对苯二甲酸二甲酯和己二酸的聚合物 

1.背景资料。该物质是一种基础树脂，不溶于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洲委员会

均允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主要成膜物质用于粉末涂料中，可以使形成的涂层具有较

好的柔韧性与附着力。 

（二十五）1,3-苯二甲酸与 1,4-丁二醇、对苯二甲酸二甲酯和己二酸的聚合物 

1.背景资料。该物质为一种白色颗粒状结晶聚酯树脂。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洲委

员会均允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是粉末状聚酯涂料的成膜物质，具有较好的耐热性和耐化学性

能。 

（二十六）氢化的苯乙烯与 1,3-丁二烯的聚合物 

1.背景资料。该物质在常温下为无臭固体。GB9685-2016 已批准该物质作为添加剂用

于食品接触用聚苯乙烯（PS）、聚丙烯（PP）等塑料材料及制品。本次申请将其作为树脂用

于塑料和橡胶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欧盟委员会和日本卫生烯烃与

苯乙烯塑料协会均允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

洲委员会均允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橡胶材料及制品。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具有较好的耐氧性、抗紫外线能力及抗拉强度，在温度高至 250℃

时仍具易加工性和稳定性。 

（二十七）乙酸乙烯酯与氯乙烯、反丁烯二酸和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的共聚物 

1.背景资料。该物质在常温下为白色粉末，不溶于水。GB9685-2016 已批准其作为添

加剂用于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本次申请将其作为基础树脂用于食品接触用粘合剂、涂

料及涂层、油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日本粘合剂行业协会均允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

材料及制品用粘合剂；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洲委员会均允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涂

料及涂层；瑞士联邦政府允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油墨。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粘合剂、涂料及涂层、油墨的基础树脂，具有较好的柔韧

性和耐磨性。 

（二十八）2-甲基-2-丙烯酸环氧乙烷基甲基酯与氯乙烯和乙酸乙烯酯的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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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资料。该物质在常温下为白色粉末，不溶于水。GB9685-2016 已批准其作为添

加剂用于食品接触用粘合剂；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6年第 10 号公告批准其作

为添加剂用于食品接触用塑料、油墨、涂料、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本次申请将其作为基

础树脂用于食品接触用粘合剂、涂料及涂层、油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日本粘合剂行

业协会均允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粘合剂；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洲委员

会均允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瑞士联邦政府允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材料

及制品用油墨。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粘合剂、涂料及涂层、油墨的基础树脂，具有较好的柔韧

性和耐磨性。 

 

发布日期：2020 年 6 月 3日 

                                 【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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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市场监管总局就 2019 年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答记者问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8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5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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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20 年 6 月 8 日 

 【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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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食品相关产品国抽实施细则意见稿解读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 131种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5月 30日。其中，涉及多种食品相关

产品，包括复合膜袋、非复合膜袋、塑料杯、塑料瓶盖、密胺塑料餐具、塑料一次性餐饮

具、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瓶等塑料产品；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纸杯、食

品接触用纸容器等纸产品；玻璃酒瓶、玻璃食品瓶罐、食品接触用玻璃器皿等玻璃产品；

还包括餐具洗涤剂、工业和商用电热食品加工设备等其他食品相关产品。 

  食品伙伴网重点将以上部分玻璃产品的《意见稿》与原产品质量监督司公布的

《2016年食品相关产品国家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进行了简要比对分析，将部分纸产品和

塑料产品的《意见稿》与原质检总局监督司公布的《2017年三类食品相关产品监督抽查

实施细则》进行了比对分析，仅供大家参考。 

  一、整体情况解读 

  首先，从整体上看，《意见稿》与原来的实施细则在章节设置上做了较大调整，

删减了较多内容，将细则简化为抽样方法、检验依据和判定规则（包括依据标准和判定原

则）三个部分，结构和内容都更能体现科学性和规范性。主要有以下变化： 

  （一）删除了适用范围、产品分类、产品种类、术语和定义、企业产品生产规模

划分、异议处理和附则等内容； 

  （二）原来的检验依据在意见稿中归入判定规则（即依据标准）； 

  （三）原来抽样在意见稿中只保留了抽样方法（包括抽样数量），删除了抽样型

号或规格、品种、抽样基数、样品处置、抽样单等； 

  （四）原来检验要求中的检验项目在意见稿中归入检验依据，删除了检验项目重

要程度分类。 

  二、重点产品检验项目 

  具体来看，部分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产品、食品接触用玻璃产品、食品接触用塑

料产品的检验项目变化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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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抽样方法基本上也都有所变化，比如食品包装纸，意见稿和原来的实施细则都

采用随机抽样法，但对抽样数量的规定有所不同，这也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发布日期：2020 年 5 月 29 日 

【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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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食品相关产品国抽实施细则意见稿解读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 131种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5月 30日。其中，涉及多种食品相关

产品，包括复合膜袋、非复合膜袋、塑料杯、塑料瓶盖、密胺塑料餐具、塑料一次性餐饮

具、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瓶等塑料产品；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纸杯、食

品接触用纸容器等纸产品；玻璃酒瓶、玻璃食品瓶罐、食品接触用玻璃器皿等玻璃产品；

还包括餐具洗涤剂、工业和商用电热食品加工设备等其他食品相关产品。 

  食品伙伴网重点将以上部分玻璃产品的《意见稿》与原产品质量监督司公布的

《2016年食品相关产品国家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进行了简要比对分析，将部分纸产品和

塑料产品的《意见稿》与原质检总局监督司公布的《2017年三类食品相关产品监督抽查

实施细则》进行了比对分析，仅供大家参考。 

  一、整体情况解读 

  首先，从整体上看，《意见稿》与原来的实施细则在章节设置上做了较大调整，

删减了较多内容，将细则简化为抽样方法、检验依据和判定规则（包括依据标准和判定原

则）三个部分，结构和内容都更能体现科学性和规范性。主要有以下变化： 

  （一）删除了适用范围、产品分类、产品种类、术语和定义、企业产品生产规模

划分、异议处理和附则等内容； 

  （二）原来的检验依据在意见稿中归入判定规则（即依据标准）； 

  （三）原来抽样在意见稿中只保留了抽样方法（包括抽样数量），删除了抽样型

号或规格、品种、抽样基数、样品处置、抽样单等； 

  （四）原来检验要求中的检验项目在意见稿中归入检验依据，删除了检验项目重

要程度分类。 

  二、重点产品检验项目 

  具体来看，部分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产品、食品接触用玻璃产品、食品接触用塑

料产品的检验项目变化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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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抽样方法基本上也都有所变化，比如食品包装纸，意见稿和原来的实施细则都

采用随机抽样法，但对抽样数量的规定有所不同，这也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发布日期：2020 年 5 月 29 日 

【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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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动态】 

法国修订食品加工助剂使用法规 

 

2020 年 4 月 30 日，法国官方公报网站发布了经济与财政部 ECOC202321A 号法令，修

订食品加工助剂使用法规，主要修改内容为： 

1.对法规附件 1A表进行了增补； 

2.删除二甲基聚硅氧烷可以在豆类罐头和冷冻豆类蔬菜中使用的规定。 

本次修订自官方公报发布之日起生效。 

  

更多详情参见：https://www.legifrance.gouv.fr/jo_pdf_frame.do 

 

 

 

发布日期：2020 年 5 月 8日 

                                 【来源：海关总署】 

 

 

 

加拿大发布食品安全检测公告 

 

2020年 5月 13日，加拿大食品检验局（CFIA）发布了食品安全检测公告。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监测了化学和微生物危害水平，食物供应中未申报的过敏原和麸质，

并制定了风险管理策略。当发现违规情况时，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将会采取适当行动，包括

通知制造商或进口商、进行进一步定向取样或对产品扣押、召回等。 

此次食品安全监测公告包括某些食品中的亚硫酸盐（2016-2017）、替餐和营养补充剂

中未申报的过敏原和麸质（2016-2017）和冷藏蘸酱和涂抹酱中未申报的过敏原（2016-2017）

三部分。 

 详情参见： 

https://www.inspection.gc.ca/food-safety-for-industry/chemical-residues-

microbiology/food-safety-testing-bulletins/2020-05-

13/eng/1589304603831/1589304604378 

 

 

发布日期：2020 年 5 月 14 日 

                                 【来源：加拿大食品检验局】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jo_pdf_frame.do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80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57.html
https://www.inspection.gc.ca/food-safety-for-industry/chemical-residues-microbiology/food-safety-testing-bulletins/2020-05-13/eng/1589304603831/1589304604378
https://www.inspection.gc.ca/food-safety-for-industry/chemical-residues-microbiology/food-safety-testing-bulletins/2020-05-13/eng/1589304603831/1589304604378
https://www.inspection.gc.ca/food-safety-for-industry/chemical-residues-microbiology/food-safety-testing-bulletins/2020-05-13/eng/1589304603831/1589304604378


全国食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业发酵分技术委员会（SAC/TC 64 SC 5）秘书处 

49 

欧盟评估一种磷脂酶 A1 的安全性 

 

2020年 5月 20日，欧盟食品安全局发布关于一种磷脂酶 A1（phospholipase A1）安

全性的评估结果。 

  

据了解，这种食品酶是由 Novozymes A/S公司用转基因黑曲霉（Aspergillus niger）

菌株 NZYM ‐FP生产的。这种食品酶旨在用于油脂脱胶。经过评估，专家小组得出结论，

这种食品酶在预期使用条件下不会引起安全问题。部分原文报道如下： 

  

The food enzyme phospholipase A1 （phosphatidycholine 1‐acylhydrolase EC 

3.1.1.32） is produced with the genetically modified Aspergillus niger strain 

NZYM ‐FP by Novozymes A/S. The genetic modifications do not give rise to safety 

concerns. The food enzyme is free from viable cells of the production organism 

and its DNA . The phospholipase A1 food enzyme is intended to be used for 

degumming of fats and oils. Since residual amounts of Total Organic Solids 

（TOS ） are removed by the purification steps applied during degumming, dietary 

exposure estimation was not considered necessary. Genotoxicity tests did not 

raise safety concerns. The repeated dose 90‐day oral toxicity was assessed by 

means of a repeated dose 90‐day oral toxicity study in rats. The Panel 

identified a no‐observed‐adverse‐effect level （NOAEL ） of 1,356 mg TOS /kg 

body weight （bw） per day, the highest dose tested. Similarity of the amino 

acid sequence to those of known allergens was searched and no match was found. 

The Panel considered that, under the intended conditions of use, the risk of 

allergic sensitisation and elicitation reactions upon dietary exposure cannot 

be excluded, but the likelihood for this to occur is considered to be low. based 

on the data provided and the removal of TOS during the degumming of fats and 

oils, the Panel concluded that this food enzyme does not give rise to safety 

concerns under the intended conditions of use. 

 

 

发布日期：2020 年 5 月 20 日 

                                 【来源：欧盟食品安全局】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7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2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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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评估一种溶血磷脂酶的安全性 

 

 2020 年 5 月 27 日，欧盟食品安全局发布关于一种食品酶溶血磷脂酶

（lysophospholipase）安全性的评估结果。 

  

据了解，这种食品酶是由 Novozymes A/S公司用转基因黑曲霉（Aspergillus niger）

菌株 NZYM‐LP 生产的。这种酶旨在用于生产葡萄糖糖浆的淀粉加工中。经过评估，专家小

组得出结论，这种食品酶在预期使用条件下不会引起安全问题。部分原文报道如下： 

  

The genetic modifications do not give rise to safety concerns. The food 

enzyme is free from viable cells of the production organism and its DNA . The 

lysophospholipase food enzyme is intended to be used in starch processing for 

glucose syrups production, and for degumming of fats and oils. Residual amounts 

of total organic solids （TOS ） are removed by the purification steps applied 

during the production of glucose syrups, and washing and purification steps 

applied during degumming, consequently, dietary exposure estimation was 

considered not necessary. Genotoxicity tests did not raise safety concerns. The 

repeated dose 90‐day oral toxicity study was carried out with a phospholipase 

A1 from A. niger （strain NZYM ‐FP ）。 The Panel considered this enzyme as a 

suitable substitute to be used in this toxicity study in rats, because they 

derive from the same recipient strain, the location of the inserts are comparable, 

no partial inserts were present and the production methods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 The Panel identified a no observed adverse effect level （NOAEL ） at the 

highest dose tested of 1,356 mg TOS /kg body weight （bw） per day. Similarity 

of the amino acid sequence to those of known allergens was searched and no match 

was found. The Panel considered that, under the intended conditions of use, the 

risk of allergic sensitisation and elicitation reactions by dietary exposure 

cannot be excluded, but the likelihood for this occurring is considered to be 

low. based on the data provided, the removal of TOS during the starch processing 

for the production of glucose syrups and during the degumming of fats and oils, 

the Panel concluded that this food enzyme does not give rise to safety concerns 

under the intended conditions of use. 

 

 

发布日期：2020 年 5 月 27 日 

                                 【来源：欧盟食品安全局】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7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2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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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评估一种具有β-葡聚糖酶和-β-木聚糖酶活性食品酶的安全性 

2020 年 5 月 29 日，欧盟食品安全局发布关于一种具有 β-葡聚糖酶（β-

lysophospholipase）和-β-木聚糖酶（β‐xylanase）活性的食品酶的安全性评估结果。 

  

据了解，这种食品酶是由 DuPont公司用非转基因里氏木霉（Trichoderma reesei）菌

株 DP ‐Nya67 生产的。这种食品酶旨在用于酿造过程、生产淀粉和麸质的谷物处理以及蒸

馏酒精生产中。经过评估，由于缺乏足够的成分数据，专家小组完成对这种食品酶安全性

的评估。部分原文报道如下： 

  

Since residual amounts of the food enzyme are removed by distillation and 

during grain treatment, dietary exposure was only calculated for brewing 

processes. based on the maximum recommended use levels for brewing processes, 

dietary exposure to the food enzyme–Total Organic Solids （TOS ） was estimated 

to be up to 4.585 mg TOS /kg body weight （bw） per day. Since the compositional 

data provided was insufficient to characterise the food enzyme batches used for 

toxicological testing, their suitability for use in the toxicological tests 

could not be established. As result, the toxicological studies provided were 

not further considered by the Panel. Similarities of the amino acid sequences 

to those of known allergens were searched and no matches were found. The Panel 

considered that, under the intended conditions of use, the risk of allergic 

sensitisation and elicitation reactions by dietary exposure cannot be excluded, 

but the likelihood to occur is considered to be low. In the absence of 

compositional data sufficient to characterise the food enzyme batches used for 

toxicological testing, the Panel is unable to complete its assessment of the 

safety of the food enzyme. 

 

 

发布日期：2020 年 5 月 29 日 

                                 【来源：欧盟食品安全局】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7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1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2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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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评估一种内切-1,4-β-木聚糖酶的安全性 

 

2020年 6月 3日，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发布一种内切-β-1,4木聚糖酶（endo‐

1,4‐β‐xylanase）安全性的评估结果。 

  

据了解，该食品酶是由 AB Enzymes GmbH公司用转基因里氏木霉（Trichoderma reesei）

菌株 RF 5427生产的，旨在用于烘焙、酿造和谷物加工、蒸馏酒精生产以及用于生产淀粉

和麸质的谷物处理中。经过评估，在预期使用条件下，这种食品酶不会引起安全问题。部

分原文报道如下： 

  

The food enzyme endo‐1,4‐β‐xylanase （4‐β‐D‐xylan xylanohydrolase; 

EC 3.2.1.8） is produced with the genetically modified Trichoderma reesei strain 

RF 5427 by AB Enzymes GmbH. The genetic modifications do not give rise to safety 

concerns. The food enzyme is free from viable cells of the production organism 

and recombinant DNA . It is intended to be used in baking, brewing and cereal‐

based processes, distilled alcohol production and grain treatment for the 

production of starch and gluten fractions. Since residual amounts of the food 

enzyme are removed by distillation and during grain treatment, dietary exposure 

was only calculated for baking, brewing and cereal‐based processes. based on 

the proposed maximum use levels, dietary exposure to the food enzyme–Total 

Organic Solids （TOS ） was estimated to be up to 0.119 mg TOS /kg body weight 

（bw） per day. Genotoxicity tests did not raise a safety concern. The Panel 

identified a no observed adverse effect level at the highest dose tested of 939 

mg TOS /kg bw per day in a repeated dose 90‐day oral toxicity study in rats, 

resulting in a margin of exposure of at least 7,890. Similarity of the amino 

acid sequence of the food enzyme to those of known allergens was searched and 

no matches were found. The Panel considered that allergenicity can be excluded 

for distilled alcohol production. 

 

 

 

发布日期：2020 年 6 月 3日 

                                 【来源：欧盟食品安全局】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7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2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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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批准在小麦即食谷物中使用聚山梨酯 80 

 

2020 年 6 月 15 日，加拿大卫生部发布 NOM/ADM-0148 号文件，修订允许使用的乳化

剂、胶凝剂、稳定剂和增稠剂列表，批准在小麦即食谷物中使用聚山梨酯 80（polysorbate 

80）。 

据了解，聚山梨酯 80 在加拿大已经被允许用作许多食品的乳化剂，其中包括大米即食

谷物。此次修订自 2020 年 6月 15日起生效。 

 

 

发布日期：2020 年 6 月 18 日 

                                 【来源：加拿大卫生部】 

 

 

 

日本发布《食品、添加剂等的规格标准》修改单 

 

6 月 18 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生食发 0618 第 1 号通知，对《食品、添加剂等的规

格标准》进行了部分修改，涉及农兽药及添加剂 2部分的修改，具体内容如下： 

1.添加剂相关： 

（1）新增苯醚甲环唑（difenoconazole）为指定添加剂。 

（2）制定了苯醚甲环唑作为添加剂的规格标准；新设了 Iso-α-bitter Acids、高级

脂肪酸（辛酸）、高级脂肪酸（癸酸）、高级脂肪酸（硬脂酸）、高级脂肪酸（软脂酸）、高

级脂肪酸（山萮酸）、高级脂肪酸（肉豆蔻酸）、高级脂肪酸（月桂酸）及生石灰 9种添加

剂的成分规格；修改了乙酰乙酸乙酯的成分规格。 

 2.农兽药相关： 

修改了双胍辛胺、苯醚甲环唑、噻呋酰胺、氯菊酯、苯噻菌胺、Metyltetraprole 共 6

种农兽药在食品中的残留限量标准。 

3.适用日期： 

（1）添加剂：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但制造、加工或进口上述除苯醚甲环唑之外

的添加剂，在 1年内仍可适用以往规定。 

（2）农兽药：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但部分食品中的农兽药残留限量，自本公告

发布日起 6个月内仍可适用以往规定。 

 

 

 

发布日期：2020 年 6 月 18 日 

                                  【来源：日本厚生劳动省】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91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51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51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92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34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05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60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91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840.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7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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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新拟批准两种来自转基因黑曲霉的酶制剂作为加工助剂 

 

据澳新食品标准局（FSANZ）消息，2020年 6 月 22日，澳新食品标准局发布 127-20号

通知，其中 A1184 和 A1185 号申请，分别申请将来自转基因黑曲霉的葡糖淀粉酶

（Glucoamylase）和α-淀粉酶（Alpha-amylase）作为加工助剂。 

据通知，葡糖淀粉酶和α-淀粉酶用于淀粉加工和饮用酒精的生产中。 

 

 

发布日期：2020 年 6 月 23 日 

                                 【来源：澳新食品标准局】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3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655.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3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3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58.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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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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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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 2期总第 6期） 

本期信息编辑：郑淼、曹梦思 

全国食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业发酵分技术委员会（SAC/TC 64 SC 5）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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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王晓龙、刘明  电话：010-53218325  电子信箱：tc64sc5@163.com 

2020年二季度 

内部资料，注意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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