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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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麦嫩苗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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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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麦嫩苗粉》行业标准起草工作启动会议在京召开 

 

2019 年 5 月 24 日由营小养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和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

究院在北京共同组织召开了《大麦嫩苗粉》行业标准第一次起草工作会议。

出席此次会议的代表共计 10 人，分别来自山东麦吉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临

沂市沐熙商贸有限公司、山东蚁行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营小养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和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 

 

会议由食品院仇凯秘书长和营小养科技 CEO 林峰主持，会议首先由营小

养科技 CEO 林峰介绍参会代表并做领导致辞，对标准制定工作提出了建议和

期望。仇凯秘书长介绍了标准立项及标准制定基本要求，并就该标准现阶段

的制定难点和要点进行了梳理。接下来，标准起草组代表林峰 CEO 对大麦嫩

苗粉标准的制定思路、基本框架进行了介绍。山东蚁行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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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人代表白照徐就大麦嫩苗粉市场现状及生产加工质量控制技术要点进行

了介绍和分析。最后与会代表针对标准制定思路、标准制定关键点及后续分

工进行了讨论，形成基本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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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动态】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公开征集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和食品快速检测方法的公告 

  为加大打击食品非法添加、掺假掺杂行为，强化食品日常监管、案件稽查技术支撑，

以及规范食品快检方法的使用，提高监管效能。现向社会公开征集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和食

品快速检测方法。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征集内容 

  （一）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征集目录（见附件 1）； 

  （二）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征集目录（见附件 2）。 

  二、报送材料和方式 

  （一）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各申报单位按要求填写《食品补充检验方法立项申报书》

（见附件 3），报送电子版和盖章纸质版（一份）。邮寄时请注明“食品补充检验方法立

项申报书材料”字样，电子版请以“食品补充检验方法申报+方法名+申报单位”命名。 

  （二）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各申报单位按要求填写《食品快速检测方法立项申报书》

（见附件 4），《食品快速检测方法技术指标一览表》（见附件 5），报送电子版和盖章纸

质版（一份）。邮寄时请注明“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征集技术要求”字样，电子版请以“食

品快速检测方法申报+方法名+申报单位”命名。 

  三、报送要求 

  （一）报送的检验方法应具备前期试验、科研等工作基础，开展过相关的实验室内或

实验室间比对等工作。检验方法材料应包括方法文本、起草说明及方法验证情况等。 

  （二）报送单位应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三）申报材料报送截止时间：2019年 7月 1日。 

  联系人：姚美伊、韩世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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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10-53898038、010-88330442 

  电子邮箱：food@caiq.org.cn 

  收件地址：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大兴区亦庄经济开发区荣华南路 11号，

邮编 100176）姚美伊收 

  附件：1. 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征集目录 

        2. 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征集目录 

        3. 食品补充检验方法立项申报书 

        4. 食品快速检测方法立项申报书 

        5. 食品快速检测方法技术指标一览表 

                                                                                                            

                                                                                                                        

市场监管总局 

                                                                                                                        

2019 年 5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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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弯曲乳杆菌等 24 种“三新食品”的公告：半乳甘露聚糖、富硒酵母食品

营养强化剂扩大使用范围 

（2019年第 2号） 

  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审评机构组织专家对弯曲乳杆菌等 3种新食品原料、硫酸

镁等 15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L-γ-谷氨酰-L-缬氨酰-甘氨酸等 6种食品添加剂新品种

安全性评估材料进行审查并通过。 

特此公告。  

  附件：1.弯曲乳杆菌等 3种新食品原料 

     2.硫酸镁等 15 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 

     3.L-γ-谷氨酰-L-缬氨酰-甘氨酸等 6 种食品添加剂新品种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19 年 5月 20日 

附件 1 

弯曲乳杆菌等 3种新食品原料 

  一、弯曲乳杆菌 

中文名称 弯曲乳杆菌 

拉丁名称 Lactobacillus curvatus 

其他需要说明

的情况 

1.使用范围：发酵肉制品、发酵乳及乳制品，但不包括婴幼

儿食品。 

2.婴幼儿不宜食用，标签及说明书中应当标注不适宜人群。 

3.食品安全指标应当符合我国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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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明日叶 

中文名称 明日叶 

英文名称 Ashitaba stem and leaf 

基本信息 

来源：伞形科、当归属明日叶（拉丁名称：Angelica 

keiskei） 

食用部位：茎和叶 

推荐食用量 鲜品≤50克/天（干品推荐食用量以鲜品折算）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

况 

1.婴幼儿、孕妇及哺乳期妇女不宜食用，标签及说明书中

应当标注不适宜人群。 

2.食品安全指标按照我国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有关蔬

菜的规定执行。 

   

  三、枇杷花 

中文名称 枇杷花 

英文名称 Loquat flower 

基本信息 

来源：蔷薇科、枇杷属枇杷（拉丁名称：Eriobotrya 

japonica (Thunb.) Lindl.） 

食用部位：花 

生产工艺简述 以枇杷花为原料，经去梗、清洗、烘干等工艺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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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食用量 干品≤8克/天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1.婴幼儿、孕妇及哺乳期妇女不宜食用，标签及说明书

应当标注不适宜人群。 

2.食品安全指标按照我国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有关

干制蔬菜（叶类蔬菜）的规定执行。 

   

附件 2   

硫酸镁等 15 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 

  一、扩大使用范围的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 

  （一）硫酸镁 

产品名称 

中文 硫酸镁 

英文 Magnesium sulfate 

CAS号 7487-88-9 

使用范围 塑料：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ABS） 

最大使用量/ % 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 

特定迁移限量（SML）/

（mg/kg） 
— 

最大残留量（QM）/（mg/kg） — 

备注 — 

  

  （二）1,3:2,4-双-O-[(3,4-二甲基苯基)亚甲基]-D-葡糖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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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中文 
1,3:2,4-双-O-[(3,4-二甲基苯基)亚甲基]-D-葡糖

醇 

英文 Bis(3,4-dimethylbenzylidene) sorbitol 

CAS号 135861-56-2 

使用范围 塑料：聚 1-丁烯（PB-1） 

最大使用量/ % 0.3 

特定迁移限量（SML）/

（mg/kg） 
— 

最大残留量（QM）/（mg/kg） — 

备注 — 

   

  （三）芥酸酰胺 

产品名称 

中文 芥酸酰胺 

英文 Erucamide 

CAS号 112-84-5 

使用范围 塑料：聚 1-丁烯（PB-1） 

最大使用量/ % 0.3 

特定迁移限量（SML）/（mg/kg） — 

最大残留量（QM）/（mg/kg） —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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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硬脂酸钙 

产品名称 

中文 硬脂酸钙 

英文 Calcium stearate 

CAS号 1592-23-0 

使用范围 塑料：聚 1-丁烯（PB-1） 

最大使用量/ % 0.2 

特定迁移限量（SML）/

（mg/kg） 
— 

最大残留量（QM）/（mg/kg） — 

备注 — 

   

  （五）硬脂酸锌 

产品名称 

中文                       硬脂酸锌 

英文 Zinc stearate 

CAS号 557-05-1 

使用范围 塑料：聚 4-甲基-1-戊烯（PMP） 

最大使用量/（%） 0.04 

特定迁移限量（SML）/（mg/kg） — 

最大残留量（QM）/（mg/kg） — 

备注 锌元素 SML应当符合 GB 9685-2016附录 C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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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3-(3,5-二叔丁基-4-羟基苯基)丙酸]季戊四醇酯  

产品名称 

中文                       
四[3-(3,5-二叔丁基-4-羟基苯基)丙酸]季戊四醇

酯 

英文 

Pentaerythritol tetra 

[3-(3,5-di-tert-butyl-4-hydroxyphenyl) 

propionate] 

CAS号 6683-19-8 

使用范围 塑料：聚 4-甲基-1-戊烯（PMP） 

最大使用量/（%） 0.13 

特定迁移限量（SML）/

（mg/kg） 
— 

最大残留量（QM）/（mg/kg） — 

备注 — 

  

   （七）三(2,4-二叔丁基苯基)亚磷酸酯  

产品名称 

中文                       三(2,4-二叔丁基苯基)亚磷酸酯 

英文 
Tri(2,4-ditertrabutyl phenyl) phosphite 

ester 

CAS号 31570-04-4 

使用范围 塑料：聚 4-甲基-1-戊烯（PMP） 

最大使用量/（%）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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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迁移限量（SML）/（mg/kg） — 

最大残留量（QM）/（mg/kg） — 

备注 — 

   

  （八）2-丙烯酸丁酯与 2-丙烯酸-2-乙基己基酯的聚合物 

产品名称 

中文 2-丙烯酸丁酯与 2-丙烯酸-2-乙基己基酯的聚合物 

英文 
2-Propenoic acid, butyl ester, polymer with 2-

ethylhexyl 2-propenoate 

CAS号 171885-12-4 

使用范围 涂料及涂层 

最大使用量/（%） 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 

特定迁移限量（SML）/

（mg/kg） 
0.05（2-丙烯酸-2-乙基己基酯）；6（以丙烯酸计） 

最大残留量（QM）/（mg/kg） — 

备注 — 

 

  二、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新品种 

  （一）N,N'-二(十八酰基)-乙二胺与氮杂环十三烷-2-酮的均聚物和 1-异氰酸根合十

八碳烷的反应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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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中文 
N,N’-二(十八酰基)-乙二胺与氮杂环十三烷-2-酮

的均聚物和 1-异氰酸根合十八碳烷的反应产物 

英文 

Octadecanamide, N,N'-1,2-ethanediylbis-, 

reaction products with azacyclotridecan-2-one 

homopolymer and 1-isocyanatooctadecane 

CAS号 338462-62-7 

使用范围 涂料及涂层 

最大使用量/ % 2 

特定迁移限量（SML）/

（mg/kg） 

5（氮杂环十三烷-2-酮）；ND（以异氰酸根计，

DL=0.01mg/kg） 

最大残留量（QM）/（mg/kg） 1（以异氰酸根计） 

备注 
添加了该物质的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的使用温度

不得超过 121℃。 

  

  三、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树脂新品种 

  （一）1,4-苯二甲酸与己二酸、1,4-丁二醇和偏苯三甲酸酐的聚合物 

产品名称 

中文 
1,4-苯二甲酸与己二酸、1,4-丁二醇和偏苯三甲酸

酐的聚合物 

英文 

1,4-Benzenedicarboxylic acid, polymer with 

hexanedioic acid, 1,4-butanediol and 

1,2,4-benzenetricarboxylic acid 1,2-anhydride 

CAS号  

使用范围 涂料及涂层 

最大使用量/ % 30 



全国特殊膳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66）秘书处 

16 

特定迁移限量（SML）/

（mg/kg） 

7.5（以 1,4-苯二甲酸计）；5（以 1,4-丁二醇计）；

5（以偏苯三甲酸计） 

最大残留量（QM）/（mg/kg）  

备注 

以该物质为原料生产的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不得

用于接触乙醇含量高于 8%的食品，使用温度不得超

过 121℃。 

  

  （二）氯甲基环氧乙烷与 4,4’-亚甲基双（2,6-二甲基酚）和对苯二酚的聚合物 

产品名称 

中文 
氯甲基环氧乙烷与 4,4’-亚甲基双（2,6-二甲基酚）和

对苯二酚的聚合物 

英文 

Polymer with 2-(chloromethyl)oxirane, 4-4’

-methylenebis[2,6-dimethylphenol] and 

1,4-benzenediol 

CAS号 — 

使用范围 涂料及涂层 

最大使用量/ % 90 

特定迁移限量（SML）/

（mg/kg） 

0.6（对苯二酚）； 

ND（氯甲基环氧乙烷，DL=0.01mg/kg）； 

0.2 [以 4,4’ -亚甲基双（2,6-二甲基酚）、4,4’-

亚甲基双（2,6-二甲基酚）与氯甲基环氧乙烷的聚合物

（TMBPF-DGE）、TMBPF-DGE∙H2O和 TMBPF-DGE∙2H2O之和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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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以 TMBPF-DGE∙HCl、TMBPF-DGE∙2HCl和 TMBPF-DGE

∙ HCl∙ H2O之和计） 

最大残留量（QM）/

（mg/kg） 
1（氯甲基环氧乙烷） 

备注 
以该物质为原料生产的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不得用

于接触婴幼儿食品与母乳。 

  

  （三）二甲基乙醇胺部分中和的缩水甘油封端双酚 A/环氧氯丙烷共聚物与苯乙烯、甲

基丙烯酸甲酯、丙烯酸 2-乙基己酯、丙烯酸和甲基丙烯酸的反应产物 

产品名称 

中文  

二甲基乙醇胺部分中和的缩水甘油封端双酚A/环氧

氯丙烷共聚物与苯乙烯、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酸

2-乙基己酯、丙烯酸和甲基丙烯酸的反应产物 

英文 

Poly(bisphenol A-co-epichlorohydrine) 

glycidyl end-capped, reaction products with 

styrene, methyl methacrylate, 2-ethylhexyl 

acrylate, acrylic acid, and methacrylic acid, 

partially neutralized with dimethyl ethanol 

amine 

CAS号 — 

使用范围 涂料及涂层 

特定迁移限量（SML）/

（mg/kg） 

6 (以甲基丙烯酸计)；0.05（丙烯酸 2-乙基己

酯）； ND (环氧氯丙烷, DL=0.01 mg/kg)；0.6

（双酚 A） 

最大残留量（QM）/（mg/kg） 1 （环氧氯丙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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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以该物质为原料生产的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不得

用于接触脂肪性食品、乙醇含量超过 15%的食品、

婴幼儿食品与母乳。 

  

  （四）1,3-苯二甲酸与 1,4-苯二甲酸、1,4-丁二醇、1,2-乙二醇和己二酸的聚合物 

产品名称 

中文 
1,3-苯二甲酸与 1,4-苯二甲酸、1,4-丁二醇、1,2-

乙二醇和己二酸的聚合物 

英文 

1,3-benzenedicarboxylic acid, polymer with 

1,4-benzenedicarboxylic acid, 

1,4-butanediol, 1,2-ethanediol and 

hexanedioic acid 

CAS号 72229-82-4 

使用范围 涂料及涂层 

最大使用量/ % 50 

特定迁移限量（SML）/

（mg/kg） 

5（以 1,3-苯二甲酸计）；7.5（以 1,4-苯二甲酸

计）；5（以 1,4-丁二醇计）；30（以乙二醇计） 

最大残留量（QM）/（mg/kg） — 

备注 

以该物质为原料生产的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不

得用于接触乙醇含量高于 8%的食品，使用温度不

得超过 121℃。 

  

  （五）5-异氰酸根合-1-(异氰酸根合甲基)-1,3,3-三甲基环己烷的均聚物与 2,2-二甲

基-1,3-丙二醇、二甘醇、1,4-二(羟甲基)环己烷、1,3-苯二甲酸、氢化二聚 C18不饱和脂

肪酸和ε-己内酰胺的反应产物 

产品名称 中文 
5-异氰酸根合-1-(异氰酸根合甲基)-1,3,3-三甲基环己烷

的均聚物与 2,2-二甲基-1,3-丙二醇、二甘醇、1,4-二(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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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环己烷、1,3-苯二甲酸、氢化二聚 C18不饱和脂肪酸

和ε-己内酰胺的反应产物 

英文 

Poly(isophorone diisocyanate) reaction products with 

2,2-dimethyl-1,3-propanediol, diethylene glycol, 

1,4-cyclohexanedimethanol, isophthalic acid, fatty 

acids, C18-unsturated, dimers, hydrogenated and 

caprolactam 

CAS号 — 

使用范围 涂料及涂层 

最大使用量/ % 70 

特定迁移限量

（SML）/（mg/kg） 

5（以 1,3-苯二甲酸计）；0.05（2,2-二甲基-1,3-丙二醇）；

30（以乙二醇计）；15（以己内酰胺计）；ND（以异氰酸根

计，DL=0.01 mg/kg） 

最大残留量（QM）/

（mg/kg） 
1（以异氰酸根计） 

备注 

以该物质为原料生产的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不得用于接

触乙醇含量高于 8%的食品、婴幼儿食品与母乳，使用温度

不得超过 121℃。 

  

  （六）1,3-苯二甲酸与 1,4-苯二甲酸、1,3-二氢-1,3-二氧代-5-异苯并呋喃羧酸、己

二酸、2-甲基-1,3-丙二醇和 2,2’-氧双[乙醇]的聚合物 

产品名称 

中文  

1,3-苯二甲酸与 1,4-苯二甲酸、1,3-二氢-1,3-二氧

代-5-异苯并呋喃羧酸、己二酸、2-甲基-1,3-丙二醇

和 2,2’-氧双[乙醇]的聚合物 

英文 

1,3-benzenedicarboxylic acid, polymer with 

1,4-benzenedicarboxylic acid, 1,3-dihydro-1,3- 

dioxo-5-isobenzofurancarboxyl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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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xanedioic acid, 2-methyl-1,3-propanediol and 

2,2'-oxybis[ethanol] 

CAS号 1013326-79-8 

使用范围 涂料及涂层 

最大使用量/ % 18.5 

特定迁移限量（SML）/

（mg/kg） 

5（以 1,3-苯二甲酸计）；7.5（以 1,4-苯二甲酸计）；

5（以偏苯三甲酸计）；5（2-甲基-1,3-丙二醇）；

30（以乙二醇计） 

最大残留量（QM）/（mg/kg）  — 

备注 

以该物质为原料生产的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不得

用于接触乙醇含量高于 8%的食品、婴幼儿食品与母

乳，使用温度不得超过 121℃。 

  

附件 3  

L-γ-谷氨酰-L-缬氨酰-甘氨酸等 6种食品添加剂新品种 

  一、食品用香料新品种  

  名    称：L-γ-谷氨酰-L-缬氨酰-甘氨酸 

  英文名称：Glutamyl-valyl-glycine 

  功能分类：食品用香料 

  （一）用量及使用范围 

  配制成食品用香精用于各类食品（GB 2760-2014表 B.1食品类别除外），用量为按生

产需要适量使用。 

  （二）质量规格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通过化学合成制得的食品添加剂 L-γ-谷氨酰-L-缬氨酰-甘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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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化学名称、分子式、结构式和相对分子质量 

  2.1  化学名称 

  L-γ-谷氨酰-L-缬氨酰-甘氨酸 

  2.2  分子式 

  C12H21N3O6 

  2.3  结构式 

 

 

  2.4  相对分子质量 

  303.31（按 2007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 

  3  技术要求 

  3.1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当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3.2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当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2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色泽 灰白色固体粉末 
将试样置于一洁净白纸上，用目测法观

察 

香气 略咸，有酵母味 GB /T 14454.2-2008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含量，w /%      ≥ 95.0 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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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食品添加剂 L-γ-谷氨酰-L-缬氨酰-甘氨酸的测定 

  A.1 仪器和设备 

  A.1.1 色谱仪：按 GB/T 27579-2011中第五章的规定。 

  A.1.2 ODS 液相色谱柱。 

  A.1.3 检测器：紫外吸光光度计。 

  A.2 测定方法 

  内标法：按 GB/T 27579-2011中 9.0测定含量。 

  A.3 重复性及结果表示 

  按照 GB/T 27579-2011 中 9.2规定进行，应当符合要求。 

  食品添加剂 L-γ-谷氨酰-L-缬氨酰-甘氨酸的高效液相色谱图参见附录 B。 

附录 B  食品添加剂 L-γ-谷氨酰-L-缬氨酰-甘氨酸的高效液相色谱图及操作条件 

  B.1 食品添加剂 L-γ-谷氨酰-L-缬氨酰-甘氨酸的高效液相色谱图 

  食品添加剂 L-γ-谷氨酰-L-缬氨酰-甘氨酸的高效液相色谱图见图 B.1。 

 

图 B.1 食品添加剂 L-γ-谷氨酰-L-缬氨酰-甘氨酸的高效液相色谱图 

熔程 /℃ 200～204 GB/T 144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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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 操作条件 

  B.2.1 色谱柱：ODS-C18色谱柱，4.6×250 mm，5 μm。 

  B.2.2 流动相 A：将磷酸二氢钾 6.80 g溶解在 1000 mL水里，加入磷酸，调整到 pH 3.0。 

  B.2.3 流动相 B：在 400 mL流动相 A中加入 600 mL乙腈。 

  B.2.4 流量：1.0 mL/min。 

  B.2.5 检测器：λ = 210 nm。 

  B.2.6 柱温：30°C。 

  B.2.7 洗脱梯度：流动相洗脱梯度见表 B.1。 

 表 B.1 流动相洗脱梯度 

时间（min） %A %B 

0 ～ 25 100 0 

25 ～ 50 100 ～ 0 0 ～ 100 

  

  二、食品添加剂扩大使用范围 

序号 名称 功能 食品分类号 食品名称 
最大使用

量（g/kg） 
备注 

1   
二氧化

硅 

抗结

剂 
13.05 

其他特殊膳食用食品

（仅限 1～10岁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 

10 — 

2  
β-环状

糊精 
其他 04.02.02.03 腌渍的蔬菜 0.5 — 

3   硫磺 
防腐

剂 
12.09.01 

香辛料及粉 （仅限八

角） 
0.15 

以二氧化硫

残留量计 

  三、食品营养强化剂扩大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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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功能 
食品分类

号 
食品名称 使用量 备注 

1   
半乳甘露聚

糖 

营养强化

剂 
13.03 

特殊医学用

途配方食品

（13.01中涉

及品种除外） 

≤120 g/kg — 

2    富硒酵母 
营养强化

剂 
13.03 

特殊医学用

途配方食品

（13.01中涉

及品种除外） 

符合 GB 29922《食

品安全国家标

准 特殊医学用

途配方食品通则》

中关于硒的规定。 

— 

 

发布日期：2019 年 5 月 29 日 

【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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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产品通用名称的公告 

  为进一步规范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产品通用名称，便于消费者识记，避免产生误

导，现对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产品通用名称进行调整（通用名称调整前后对照表见附

件），并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申请人按调整后的通用名称申请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产品

注册。 

  二、已获得产品注册的生产企业无需提交变更注册申请，由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审评中

心直接调整其产品的通用名称并通知企业换领注册证书；在审的注册申请（含变更申请），

申请人无须补正，由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审评中心在审评时予以调整。 

  三、已获得产品注册的生产企业，可在公告发布之日起的 12个月内完成新旧标签、说

明书的更替。使用旧版标签、说明书的产品，可销售至保质期结束。 

  特此公告。 

附件：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产品通用名称调整前后对照表  

 

 

  市场监管总局 

  2019 年 5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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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

意见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放管服”工作部署和《国务院关于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

改革的通知》（国发〔2018〕35号）精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了《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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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7日前反馈市场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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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子邮件将意见发送至：spscszhc@126.com，邮件主题请注明“《食品生产许

可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集意见”字样。  

  3．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八号，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

司（邮政编码：100820），并请在信封上注明“《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集意见”字样。  

 

 

• 附件 1：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docx 

• 附件 2：《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修订起草说明.docx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19 年 5月 28日   

  

http://www.samr.gov.cn/hd/zjdc/201905/P020190529361465593017.docx
http://www.samr.gov.cn/hd/zjdc/201905/P020190529361466354846.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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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修改完善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信息系统功能有

关事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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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特殊膳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66）秘书处 

31 

 

 

 

发布日期：2019 年 5 月 22 日 

【来源：市场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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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征求 2019 年度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立项计划（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各有关单位： 

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为做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定、修订工作，经向社会广泛

征集意见，并商有关部门、行业组织，我委拟定了《2019年度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立项计划

（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请于 2019 年 6月 1日前将意见书面反馈我委。 

传  真：010—68792408 

     

附件：2019 年度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立项计划（征求意见稿）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2019 年 5月 20日 

 

附件 

2019 年度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立项计划 

（征求意见稿） 

序

号 
建议项目名称 

制定 /修

订 
建议承担单位 

食品产品（2 项） 

1  牛奶蛋白 制定 
国家乳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

乳制品工业协会 

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酒及其配

制酒》（GB 2758-2012） 
修订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中国食品

发酵工业研究院 

营养与特殊膳食食品标准（9 项） 

3  苦荞及苦荞制品 制定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

康所，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

心，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

京市营养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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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低 GI大米营养标准 制定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

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

健康所，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

研究所，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

食用食品标签》（GB 13432-2013） 
修订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运动营养食品

通则》（GB 24154-2015） 
修订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国家食品

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7  中重度营养不良用营养补充食品 制定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

康所、深圳市慢病防治中心 

8  结核病患者营养补充食品 制定 青岛大学、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 

9  难治性癫痫全营养配方食品 制定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10  肌肉衰减综合症全营养配方食品 制定 上海华东医院 

11  肝病全营养配方食品 制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10 项） 

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β-胡萝卜素》（GB 8821-2011） 
修订 

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 

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乳酸链球菌素》（GB 1886.231-2016） 
修订 

华东理工大学 

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辛

烯 基 琥 珀 酸 淀 粉 钠 》 （ GB 

28303-2012） 

修订 

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 

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叶黄素》（GB 26405-2011） 
修订 

河北省食品检验研究院，中国食品

添加剂和配料协会 

16  食品添加剂 蓝锭果红 制定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17  食品添加剂 爱德万甜 制定 

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市食品添加剂

和配料行业协会，山东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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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食品添加剂 5-戊基-3H-呋喃-2-酮 制定 上海香料研究所 

19  

食品添加剂  (2S,5R)-N-[4-(2-氨

基 -2-氧代乙基 )苯基 ]-5-甲基

-2-(丙基-2-)环己烷甲酰胺 

制定 

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 

20  食品添加剂 5-甲基-2-呋喃甲硫醇 制定 上海香料研究所 

21  食品添加剂 6-甲基辛醛 制定 
辽宁省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大连工

业大学 

食品营养强化剂质量规格标准（15 项） 

22  食品营养强化剂 5'-单磷酸尿苷 制定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

技术中心 

23  食品营养强化剂 电解铁 制定 江西省食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24  食品营养强化剂 5'-磷酸吡哆醛 制定 安徽医科大学 

25  食品营养强化剂 全反式视黄醇 制定 
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湖南

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26  食品营养强化剂 铁卟啉 制定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天津商业大学 

27  食品营养强化剂 碳酸亚铁 制定 
天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植物与

食品检测中心 

28  
食品营养强化剂  L-赖氨酸天门冬

氨酸盐 
制定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

技术中心 

29  食品营养强化剂 低聚半乳糖 制定 

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植物与

食品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国家食品

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30  食品营养强化剂 酵母β-葡聚糖 制定 

上海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

会，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

究所 

31  食品营养强化剂  L-苏糖酸镁 制定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32  食品营养强化剂  6S-5-甲基四氢叶 制定 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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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钙 

33  食品营养强化剂 维生素 K2（发酵法） 制定 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 

34  食品营养强化剂 花生四烯酸油脂 修订 
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研

究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35  
食品营养强化剂 二十二碳六烯酸油

脂 
修订 

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研

究院 

36  食品营养强化剂 乙二胺四乙酸铁纳 修订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食品相关产品（1 项） 

37  食品接触用硅橡胶材料及制品 制定 

常州进出口工业及消费品安全检

测中心，暨南大学，中国农业科学

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

所 

生产经营规范（7 项） 

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

卫生规范》（GB 14881-2013） 
修订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中国

食品工业协会 

39  
预防和降低果汁中展青霉素操作规

范 
制定 

四川大学，中国食品工业协会，黑

龙江省卫生监督局 

40  罐装食品中锡污染控制规范 制定 
中国罐头工业协会，中国食品发酵

工业研究院，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41  
葡萄酒、咖啡和可可中赭曲霉素 A

污染控制规范 
制定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国食品发酵

工业研究院 

42  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 制定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中国食品

工业协会 

43  
蒸馏酒中氨基甲酸乙酯污染控制规

范 
制定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国食品发酵

工业研究院，中国酒业协会 

44  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 制定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中国食品

工业协会，黑龙江省卫生监督局 

检验方法与规程（3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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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化学分析方法验证和确认通则 制定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理化

检验方法验证协作组 

46  微生物学方法验证和确认通则 制定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微生

物检验方法验证协作组 

47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方法验证和确

认通则 
制定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食品

接触材料方法验证协作组 

4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

定》（GB 5009.15-2014） 
修订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天津师

范大学，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

研究院，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济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4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铬的测

定》（GB 5009.123-2014） 
修订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省

食品检验所，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

检验研究院 

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锑的测

定》（GB 5009.137-2016） 
修订 

宁波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天

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植物与食

品检测中心，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5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锡的测

定》（GB 5009.16-2014） 
修订 

广东省食品检验所，天津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动植物与食品检测中心，

宁波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 

5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镍的测

定》（GB 5009.138-2017） 
修订 

天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植物与

食品检测中心，广东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广东省食品检验所 

5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米酵菌

酸的测定》（GB 5009.189-2016） 
修订 

广东省食品检验所，浙江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

究院 

54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氟迁移量的测

定 
制定 

宁波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上

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业品与原

材料检测技术中心，上海市质量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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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5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

及制品游离酚的测定和迁移量的测

定》（GB 31604.46-2016） 

修订 

常州进出口工业及消费品安全检

测中心，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

业品与原材料检测技术中心，江南

大学 

5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

及制品纸、纸板及纸制品中荧光增白

剂的测定》（GB 31604.47-2016） 

修订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

技术中心，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

院,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

研究院  

5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

及制品邻苯二甲酸酯的测定和迁移

量的测定》（GB 31604.30-2016） 

修订 

宁波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辽

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

术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

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58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异噻唑啉酮类

化合物迁移量的测定 
制定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

技术中心，常州进出口工业及消费

品安全检测中心，辽宁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5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环己基

氨 基 磺 酸 钠 的 测 定 》 （ GB 

5009.97-2016） 

修订 

成都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湖南

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宁波

市食品检验检测研究院，济南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 

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三氯蔗

糖 ( 蔗 糖 素 ) 的 测 定 》 （ GB 

22255-2014） 

修订 

广东省食品检验所，湖南省食品质

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山东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9 种抗

氧化剂的测定》（GB 5009.32-2016） 
修订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山东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

中心，青岛大学标准化战略研究院 

62  食品中胭脂红酸（胭脂虫红）的测定 制定 
宁波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天

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植物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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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检测中心，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

检测院 

63  食品中抗坏血酸棕榈酸酯的测定 制定 

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

技术中心，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

术研究院，宁波市食品检验检测研

究院 

6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N-亚

硝 胺 类 化 合 物 的 测 定 》 （ GB 

5009.26-2016） 

修订 

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疫检疫

技术中心，天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动植物与食品检测中心，福建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 

6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

的测定》（GB 5009.5-2016） 
修订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

技术中心，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动植物与食品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

究所 

6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酸

的测定》（GB 5009.168-2016） 
修订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国家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济南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 

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相对密度

的测定》（GB 5009.2-2016） 
修订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宁波市

食品检验检测研究院，驻马店市食

品药品检验所 

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淀粉的

测定》（GB 5009.9-2016） 
修订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

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湖北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酒中乙醇浓度

的测定》（GB 5009.225-2016） 
修订 

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福建

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湖北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 

7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食品和 修订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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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品中左旋肉碱的测定》（ GB 

29989-2013） 

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上海市质

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7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食品和

乳品中维生素 C 的测定》（ GB 

5413.18-2010） 

修订 

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

技术中心，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

术研究院，青岛大学标准化战略研

究院 

72  
食品中双酚 A、双酚 F和双酚 S的测

定 
制定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检

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北京市食品安

全监控和风险评估中心（北京市食

品检验所） 

7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氯丙醇

及其脂肪酸酯含量的测定》（GB 

5009.191-2016） 

修订 

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南京市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武汉市食品

化妆品检验所 

7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

检 验  沙 门 氏 菌 检 验 》 （ GB 

4789.4-2016） 

修订 

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食品检验

检疫技术中心，国家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中心，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7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

检验 克罗诺杆菌属（阪崎肠杆菌）

检验》（GB 4789.40-2016） 

修订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深圳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食品检验检疫

技术中心，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76  动物性水产品中颚口线虫的测定 制定 

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植物与

食品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寄生虫检

验方法协作组 

77  动物性水产品中异尖线虫的测定 制定 

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植物与

食品检测中心，寄生虫检验方法协

作组 

78  动物性水产品中管圆线虫的测定 制定 

广州机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综合

技术服务中心，寄生虫检验方法协

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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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动物性水产品中华支睾吸虫的测定 制定 
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疫检疫

技术中心，寄生虫检验方法协作组 

80  动物性水产品中并殖吸虫的测定 制定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

预防控制所，寄生虫检验方法协作

组 

81  
动物性水产品中曼氏迭宫绦虫裂头

蚴的测定 
制定 

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和风险评估

中心（北京市食品检验所），寄生

虫检验方法协作组 

  

 

发布日期：2019 年 5 月 22 日 

【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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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求炼乳等 26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国卫办食品函〔2019〕475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我委组织拟订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炼乳》等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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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7 月 20日前登录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信息系统（http://bz.cfsa.net.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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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2019 年 5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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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乳（征求意见稿） 

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干酪（征求意见稿） 

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再制干酪（征求意见稿） 

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征求意见稿） 

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粘合剂（征求意见稿） 

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4,4-磺酰基二苯酚迁移量的测定（征求意见稿） 

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N-亚硝胺类化合物迁移量的测定（征求意见稿） 

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芳香族伯胺迁移量的测定（征求意见稿） 

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壬基酚迁移量的测定（征求意见稿） 

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总迁移量的测定（征求意见稿） 

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4-甲基咪唑,2-甲基咪唑及 1-甲基咪唑的测定（征求意见稿） 

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纳他霉素的测定（征求意见稿） 

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偶氮甲酰胺的测定（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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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征求意见稿） 

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肌醇（环己六醇）（征求意见稿） 

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氰钴胺（征求意见稿） 

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乳酸亚铁（征求意见稿） 

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磷酸氢镁（征求意见稿） 

1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柠檬酸锌（征求意见稿） 

20.  食品国家安全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氯化高铁血红素（征求意见稿） 

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碘化钠（征求意见稿） 

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富马酸亚铁（征求意见稿） 

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胆钙化醇（维生素 D3）（征求意见稿） 

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D-泛酸钙（征求意见稿） 

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烟酰胺（征求意见稿） 

2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羟钴胺（征求意见稿） 

 

 

发布日期：2019 年 5 月 22 日 

【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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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 

（2019年 5月 9日） 

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中华民族未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

确提出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这是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对食品

安全工作作出的重大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

大任务。现就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深刻认识食品安全面临的形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把食品安全工作放在“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统筹谋划部署，在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产

业规划、监督管理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食品产业快速发展，安全标准体系逐步健全，检验检测能力不断提高，全过程

监管体系基本建立，重大食品安全风险得到控制，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得到保障，食品安全

形势不断好转。 

但是，我国食品安全工作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微生物和重金

属污染、农药兽药残留超标、添加剂使用不规范、制假售假等问题时有发生，环境污染对

食品安全的影响逐渐显现；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法制不够健全，一些生产经营者唯

利是图、主体责任意识不强；新业态、新资源潜在风险增多，国际贸易带来的食品安全问

题加深；食品安全标准与最严谨标准要求尚有一定差距，风险监测评估预警等基础工作薄

弱，基层监管力量和技术手段跟不上；一些地方对食品安全重视不够，责任落实不到位，

安全与发展的矛盾仍然突出。这些问题影响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成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明显短板。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加强食品安全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为解决

食品安全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必须深化改革创新，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

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确保人民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 

二、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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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遵循“四个最严”要求，建立食品安全现代化治理

体系，提高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监管能力，提升食品全链条质量安全保障水平，增强广大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二）基本原则 

——坚持安全第一。把保障人民群众食品安全放在首位，坚守安全底线，正确处理安

全与发展的关系，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安全。 

——坚持问题导向。以维护和促进公众健康为目标，从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

问题入手，标本兼治、综合施策，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坚持预防为主。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强化风险监测、风险评估和供应链管理，

提高风险发现与处置能力。坚持“产”出来和“管”出来两手抓，落实生产经营者主体责

任，最大限度消除不安全风险。 

——坚持依法监管。强化法治理念，健全法规制度、标准体系，重典治乱，加大检查

执法力度，依法从严惩处违法犯罪行为，严把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 

——坚持改革创新。深化监管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监管理念、监管方式，堵塞漏洞、

补齐短板，推进食品安全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坚持共治共享。生产经营者自觉履行主体责任，政府部门依法加强监管，公众积

极参与社会监督，形成各方各尽其责、齐抓共管、合力共治的工作格局。 

（三）总体目标 

到 2020 年，基于风险分析和供应链管理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初步建立。农产品和食品

抽检量达到 4 批次/千人，主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总体合格率稳定在 97%以上，食品抽检

合格率稳定在 98%以上，区域性、系统性重大食品安全风险基本得到控制，公众对食品安

全的安全感、满意度进一步提高，食品安全整体水平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基本相适应。 

到 2035 年，基本实现食品安全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食品安全标准水

平进入世界前列，产地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治理，生产经营者责任意识、诚信意识和食品质

量安全管理水平明显提高，经济利益驱动型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明显减少。食品安全风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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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监管体系运行有效，食品安全状况实现根

本好转，人民群众吃得健康、吃得放心。 

三、建立最严谨的标准 

（四）加快制修订标准。立足国情、对接国际，加快制修订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

金属、食品污染物、致病性微生物等食品安全通用标准，到 2020年农药兽药残留限量指标

达到 1万项，基本与国际食品法典标准接轨。加快制修订产业发展和监管急需的食品安全

基础标准、产品标准、配套检验方法标准。完善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等标准制定。

及时修订完善食品标签等标准。 

（五）创新标准工作机制。借鉴和转化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简化优化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制修订流程，加快制修订进度。完善食品中有害物质的临时限量值制定机制。建立企业

标准公开承诺制度，完善配套管理制度，鼓励企业制定实施严于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的企

业标准。支持各方参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修订，积极参与国际食品法典标准制定，积极

参与国际新兴危害因素的评估分析与管理决策。 

（六）强化标准实施。加大食品安全标准解释、宣传贯彻和培训力度，督促食品生产

经营者准确理解和应用食品安全标准，维护食品安全标准的强制性。对食品安全标准的使

用进行跟踪评价，充分发挥食品安全标准保障食品安全、促进产业发展的基础作用。 

四、实施最严格的监管 

（七）严把产地环境安全关。实施耕地土壤环境治理保护重大工程。强化土壤污染管

控和修复，开展重点地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土壤风险排查和整治。强化大气污染治理，加

大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力度。加强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 

（八）严把农业投入品生产使用关。严格执行农药兽药、饲料添加剂等农业投入品生

产和使用规定，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严格落实定点经营和实名购买制度。

将高毒农药禁用范围逐步扩大到所有食用农产品。落实农业生产经营记录制度、农业投入

品使用记录制度，指导农户严格执行农药安全间隔期、兽药休药期有关规定，防范农药兽

药残留超标。 

（九）严把粮食收储质量安全关。做好粮食收购企业资格审核管理，督促企业严格落

实出入厂（库）和库存质量检验制度，积极探索建立质量追溯制度，加强烘干、存储和检

验监测能力建设，为农户提供粮食烘干存储服务，防止发霉变质受损。健全超标粮食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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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长效机制，推进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合理化利用，严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流入

口粮市场和食品生产企业。 

（十）严把食品加工质量安全关。实行生产企业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在日常监督

检查全覆盖基础上，对一般风险企业实施按比例“双随机”抽查，对高风险企业实施重点

检查，对问题线索企业实施飞行检查，督促企业生产过程持续合规。加强保健食品等特殊

食品监管。将体系检查从婴幼儿配方乳粉逐步扩大到高风险大宗消费食品，着力解决生产

过程不合规、非法添加、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等问题。 

（十一）严把流通销售质量安全关。建立覆盖基地贮藏、物流配送、市场批发、销售

终端全链条的冷链配送系统，严格执行全过程温控标准和规范，落实食品运输在途监管责

任，鼓励使用温控标签，防止食物脱冷变质。督促企业严格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保质

期标识等规定，严查临期、过期食品翻新销售。严格执行畜禽屠宰检验检疫制度。加强食

品集中交易市场监管，强化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衔接。 

（十二）严把餐饮服务质量安全关。全面落实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严格执行

进货查验、加工操作、清洗消毒、人员管理等规定。集体用餐单位要建立稳定的食材供应

渠道和追溯记录，保证购进原料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严格落实网络订餐平台责任，保证线

上线下餐饮同标同质，保证一次性餐具制品质量安全，所有提供网上订餐服务的餐饮单位

必须有实体店经营资格。 

五、实行最严厉的处罚 

（十三）完善法律法规。研究修订食品安全法及其配套法规制度，修订完善刑法中危

害食品安全犯罪和刑罚规定，加快修订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研究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推

动农产品追溯入法。加快完善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推动危害食品安全

的制假售假行为“直接入刑”。推动建立食品安全司法鉴定制度，明确证据衔接规则、涉

案食品检验认定与处置协作配合机制、检验认定时限和费用等有关规定。加快完善食品安

全民事纠纷案件司法解释，依法严肃追究故意违法者的民事赔偿责任。 

（十四）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落实“处罚到人”要求，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手段，对违

法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等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进行严厉处罚，大幅提高违法成本，实行食品行业从业禁止、终身禁业，对再犯从严

从重进行处罚。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依法

从重判罚。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行政执法机关发现涉嫌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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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责任的，依据行刑衔接有关规定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同时抄送检察机关；发现涉嫌职务

犯罪线索的，及时移送监察机关。积极完善食品安全民事和行政公益诉讼，做好与民事和

行政诉讼的衔接与配合，探索建立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 

（十五）加强基层综合执法。深化综合执法改革，加强基层综合执法队伍和能力建设，

确保有足够资源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职责。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及其在乡镇（街道）的派出机

构，要以食品安全为首要职责，执法力量向一线岗位倾斜，完善工作流程，提高执法效率。

农业综合执法要把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作为重点任务。加强执法力量和装备配备，确保执

法监管工作落实到位。公安、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要落实重大案件联合督办制度，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贡献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十六）强化信用联合惩戒。推进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全国统一的食品

生产经营企业信用档案，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实行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管理。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严重失信者名单认定机制，加

大对失信人员联合惩戒力度。 

六、坚持最严肃的问责 

（十七）明确监管事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要结合实际，依法依规制定食品

安全监管事权清单，压实各职能部门在食品安全工作中的行业管理责任。对产品风险高、

影响区域广的生产企业监督检查，对重大复杂案件查处和跨区域执法，原则上由省级监管

部门负责组织和协调，市县两级监管部门配合，也可实行委托监管、指定监管、派驻监管

等制度，确保监管到位。市县两级原则上承担辖区内直接面向市场主体、直接面向消费者

的食品生产经营监管和执法事项，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上级监管部门要加强对下级监管

部门的监督管理。 

（十八）加强评议考核。完善对地方党委和政府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制度，将食品

安全工作考核结果作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作为干部奖惩

和使用、调整的重要参考。对考核达不到要求的，约谈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并督促限期

整改。 

（十九）严格责任追究。依照监管事权清单，尽职照单免责、失职照单问责。对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食品安全工作决策部署不力、履行职责不力、给国家和人民利益

造成严重损害的，依规依纪依法追究相关领导责任。对监管工作中失职失责、不作为、乱

作为、慢作为、假作为的，依规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全国特殊膳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66）秘书处 

48 

责任。对参与、包庇、放纵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弄虚作假、干扰责任调查，帮助

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的，依法从重追究法律责任。 

七、落实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 

（二十）落实质量安全管理责任。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要结合实际设

立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岗位，配备专业技术人员，严格执行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要求，确

保生产经营过程持续合规，确保产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岗位人员的法

规知识抽查考核合格率要达到 90%以上。风险高的大型食品企业要率先建立和实施危害分

析和关键控制点体系。保健食品生产经营者要严格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全面质量

管理，规范生产行为，确保产品功能声称真实。 

（二十一）加强生产经营过程控制。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法对食品安全责任落实情

况、食品安全状况进行自查评价。对生产经营条件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要立即采取整

改措施；发现存在食品安全风险的，应当立即停止生产经营活动，并及时报告属地监管部

门。要主动监测其上市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对存在隐患的，要及时采取风险控制措施。食

品生产企业自查报告率要达到 90%以上。 

（二十二）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和食品生产企业对其产

品追溯负责，依法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确保记录真实完整，确保产品来源可查、去向

可追。国家建立统一的食用农产品追溯平台，建立食用农产品和食品安全追溯标准和规范，

完善全程追溯协作机制。加强全程追溯的示范推广，逐步实现企业信息化追溯体系与政府

部门监管平台、重要产品追溯管理平台对接，接受政府监督，互通互享信息。 

（二十三）积极投保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因食品安全问题造成损害的，食品生产经营

者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推进肉蛋奶和白酒生产企业、集体用餐单位、农村集体聚餐、大

宗食品配送单位、中央厨房和配餐单位主动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有条件的中小企业要

积极投保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发挥保险的他律作用和风险分担机制。 

八、推动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十四）改革许可认证制度。坚持“放管服”相结合，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推进

农产品认证制度改革，加快建立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深化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改革，优

化许可程序，实现全程电子化。推进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双轨运行，探索对食品添加剂经

营实行备案管理。制定完善食品新业态、新模式监管制度。利用现有相关信息系统，实现

全国范围内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信息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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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实施质量兴农计划。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以优质安全、绿色发展为目

标，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全面推行良好农业规范。创建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实施农业品牌提升行动。培育新型农业生产服务主体，推广面向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特别是

小农户的病虫害统防统治专业化服务，逐步减少自行使用农药兽药的农户。 

（二十六）推动食品产业转型升级。调整优化食品产业布局，鼓励企业获得认证认可，

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行动。引导食品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建立优质原料生产基地

及配套设施，加强与电商平台深度融合，打造有影响力的百年品牌。大力发展专业化、规

模化冷链物流企业，保障生鲜食品流通环节质量安全。 

（二十七）加大科技支撑力度。将食品安全纳入国家科技计划，加强食品安全领域的

科技创新，引导食品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机制。建设一批国际一流

的食品安全技术支撑机构和重点实验室，加快引进培养高层次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重

点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依托国家级专业技术机构，开展基础科学和前沿科学研究，

提高食品安全风险发现和防范能力。 

九、提高食品安全风险管理能力 

（二十八）加强协调配合。完善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分级管理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本地区食品安全工作负总责。相关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职、齐抓共管，

健全工作协调联动机制，加强跨地区协作配合，发现问题迅速处置，并及时通报上游查明

原因、下游控制危害。在城市社区和农村建立专兼职食品安全信息员（协管员）队伍，充

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 

（二十九）提高监管队伍专业化水平。强化培训和考核，依托现有资源加强职业化检

查队伍建设，提高检查人员专业技能，及时发现和处置风险隐患。完善专业院校课程设置，

加强食品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大公安机关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专业力量、专业装备建设

力度。 

（三十）加强技术支撑能力建设。推进国家级、省级食品安全专业技术机构能力建设，

提升食品安全标准、监测、评估、监管、应急等工作水平。根据标准分类加快建设 7个食

品安全风险评估与标准研制重点实验室。健全以国家级检验机构为龙头，省级检验机构为

骨干，市县两级检验机构为基础的食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打造国际一流的

国家检验检测平台，落实各级食品和农产品检验机构能力和装备配备标准。严格检验机构

资质认定管理、跟踪评价和能力验证，发展社会检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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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推进“互联网+食品”监管。建立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食品安全信息平台，推

进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应用，实施

智慧监管，逐步实现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线索网上排查汇聚和案件网上移送、网上受理、网

上监督，提升监管工作信息化水平。 

（三十二）完善问题导向的抽检监测机制。国家、省、市、县抽检事权四级统筹、各

有侧重、不重不漏，统一制定计划、统一组织实施、统一数据报送、统一结果利用，力争

抽检样品覆盖到所有农产品和食品企业、品种、项目，到 2020年达到 4 批次/千人。逐步

将监督抽检、风险监测与评价性抽检分离，提高监管的靶向性。完善抽检监测信息通报机

制，依法及时公开抽检信息，加强不合格产品的核查处置，控制产品风险。 

（三十三）强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修订国家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完善事故调查、

处置、报告、信息发布工作程序。完善食品安全事件预警监测、组织指挥、应急保障、信

息报告制度和工作体系，提升应急响应、现场处置、医疗救治能力。加强舆情监测，建立

重大舆情收集、分析研判和快速响应机制。 

十、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三十四）加强风险交流。主动发布权威信息，及时开展风险解读，鼓励研究机构、

高校、协会、媒体等参与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科学解疑释惑。鼓励企业通过新闻媒体、网

络平台等方式直接回应消费者咨询。建立谣言抓取、识别、分析、处置智能化平台，依法

坚决打击造谣传谣、欺诈和虚假宣传行为。 

（三十五）强化普法和科普宣传。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对各类从事食

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持续加强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国家标准、科学知识的宣传

教育。在中小学开展食品安全与营养教育，有条件的主流媒体可开办食品安全栏目，持续

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和食品安全进农村、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等宣传活动，提升

公众食品安全素养，改变不洁饮食习俗，避免误采误食，防止发生食源性疾病。普及健康

知识，倡导合理膳食，开展营养均衡配餐示范推广，提倡“减盐、减油、减糖”。 

（三十六）鼓励社会监督。依法公开行政监管和处罚的标准、依据、结果，接受社会

监督。支持行业协会建立行规行约和奖惩机制，强化行业自律。鼓励新闻媒体准确客观报

道食品安全问题，有序开展食品安全舆论监督。 

（三十七）完善投诉举报机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落实举报奖励制度。鼓励企业内

部知情人举报食品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中的违法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按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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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给予奖励。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要依法严肃查处。对恶意举

报非法牟利的行为，要依法严厉打击。 

十一、开展食品安全放心工程建设攻坚行动 

围绕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开展食品安全放心工程建设攻坚行动，用 5年左

右时间，以点带面治理“餐桌污染”，力争取得明显成效。 

（三十八）实施风险评估和标准制定专项行动。系统开展食物消费量调查、总膳食研

究、毒理学研究等基础性工作，完善风险评估基础数据库。加强食源性疾病、食品中有害

物质、环境污染物、食品相关产品等风险监测，系统开展食品中主要危害因素的风险评估，

建立更加适用于我国居民的健康指导值。按照最严谨要求和现阶段实际，制定实施计划，

加快推进内外销食品标准互补和协调，促进国民健康公平。 

（三十九）实施农药兽药使用减量和产地环境净化行动。开展高毒高风险农药淘汰工

作，5年内分期分批淘汰现存的 10种高毒农药。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水产养殖用

药减量行动、兽药抗菌药治理行动，遏制农药兽药残留超标问题。加强耕地土壤环境类别

划分和重金属污染区耕地风险管控与修复，重度污染区域要加快退出食用农产品种植。 

（四十）实施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提升行动。在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全面实施良

好生产规范、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体系，自查报告率要达到 100%。完善企业批批全检的

检验制度，健全安全生产规范体系检查常态化机制。禁止使用进口大包装婴幼儿配方乳粉

到境内分装，规范标识标注。支持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兼并重组，建设自有自控奶源基地，

严格奶牛养殖饲料、兽药管理。促进奶源基地实行专业化、规模化、智能化生产，提高原

料奶质量。发挥骨干企业引领作用，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培育优质品牌。力争 3年内显著

提升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的品质、竞争力和美誉度。 

（四十一）实施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严格落实学校食品安全校长（园长）负责制，

保证校园食品安全，防范发生群体性食源性疾病事件。全面推行“明厨亮灶”，实行大宗

食品公开招标、集中定点采购，建立学校相关负责人陪餐制度，鼓励家长参与监督。对学

校食堂、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校园周边餐饮门店及食品销售单位实行全覆盖监督检查。

落实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保证学生营养餐质量。 

（四十二）实施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治理行动。以农村地区、城乡结合部为主战场，全

面清理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资格，严厉打击制售“三无”食品、假冒食品、劣质食品、过期

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取缔“黑工厂”、“黑窝点”和“黑作坊”，实现风险隐患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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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整治常态化。用 2－3 年时间，建立规范的农村食品流通供应体系，净化农村消费市场，

提高农村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四十三）实施餐饮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推广“明厨亮灶”、餐饮安全风险分级管理，

支持餐饮服务企业发展连锁经营和中央厨房，提升餐饮行业标准化水平，规范快餐、团餐

等大众餐饮服务。鼓励餐饮外卖对配送食品进行封签，使用环保可降解的容器包装。大力

推进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防范“地沟油”流入餐桌。开展餐饮门店“厕

所革命”，改善就餐环境卫生。 

（四十四）实施保健食品行业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全面开展严厉打击保健食品欺诈和

虚假宣传、虚假广告等违法犯罪行为。广泛开展以老年人识骗、防骗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教

育活动。加大联合执法力度，大力整治保健食品市场经营秩序，严厉查处各种非法销售保

健食品行为，打击传销。完善保健食品标准和标签标识管理。做好消费者维权服务工作。 

（四十五）实施“优质粮食工程”行动。完善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健全为农

户提供专业化社会化粮食产后烘干储存销售服务体系。开展“中国好粮油”行动，提高绿

色优质安全粮油产品供给水平。 

（四十六）实施进口食品“国门守护”行动。将进口食品的境外生产经营企业、国内

进口企业等纳入海关信用管理体系，实施差别化监管，开展科学有效的进口食品监督抽检

和风险监控，完善企业信用管理、风险预警、产品追溯和快速反应机制，落实跨境电商零

售进口监管政策，严防输入型食品安全风险。建立多双边国际合作信息通报机制、跨境检

查执法协作机制，共同防控食品安全风险。严厉打击食品走私行为。 

（四十七）实施“双安双创”示范引领行动。发挥地方党委和政府积极性，持续开展

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活动，总结推广经验，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和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 

十二、加强组织领导 

（四十八）落实党政同责。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食品安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来抓。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明确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为第

一责任人，自觉履行组织领导和督促落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

全事件。强化各级食品安全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统筹协调作用，及时研究部署食品安全工作，

协调解决跨部门跨地区重大问题。各有关部门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对主管领

域的食品安全工作承担管理责任。各级农业农村、海关、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压实监管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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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全链条、全流程监管。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每年 12月底前要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食品

安全工作情况。 

（四十九）加大投入保障。健全食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财政投入保障机制，将食品和

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保障必要的监管执法条件。企业要加大

食品质量安全管理方面的投入，鼓励社会资本进入食品安全专业化服务领域，构建多元化

投入保障机制。 

（五十）激励干部担当。加强监管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忠实履行监管职责，敢于同危害食品安全的不法行为作斗

争。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爱护一线监管执法干部，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为敢于担当

作为的干部撑腰鼓劲。对在食品安全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给予表彰奖励，激励广大监管干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建功立业。 

（五十一）强化组织实施。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本意见提出的改革任务和工作要

求，结合实际认真研究制定具体措施，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确保各项改革举措

落实到位。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要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协调机制，加强沟通会商，

研究解决实施中遇到的问题。要严格督查督办，将实施情况纳入对地方政府食品安全工作

督查考评内容，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发布日期：2019 年 5 月 20 日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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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质量国家标准清理工作启动——启动会在京召开 

 

5 月 9 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委）标准技术司在京组织召开了食品质量国家标准清

理工作启动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全国供销总社、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商

业联合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的相关负

责同志，以及涉农和食品领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及工作组代表共计 60余人参加会议。市场

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陈洪俊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洪俊表示，食品质量国家标准清理工作是关系到依法行政、食品产品质量提升工程

的重要工作，希望各单位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工作上讲究方法，在研究清理结论的同时

还要找准食品质量国家标准重点发展方向。 

会议对食品质量国家标准清理工作进行了动员和部署，讲解和宣贯《食品质量国家标

准清理工作方案》、食品质量国家标准清理系统和工作过程中常见问题与解答，明确了工

作目标、清理对象、清理方法和进度安排。下一步各相关单位将按照方案集中清理食品质

量国家标准和制修订计划，梳理食品质量国家标准体系，推动食品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发布日期：2019 年 5 月 10 日 

【来源：市场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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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动态】 

市场监管总局通告：4 批次特膳、保健食品不合格 

〔2019年 第 17号〕 

 近期，在市场监管总局组织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产品抽检结果可查询

http://sac.nifdc.org.cn/）中，检出特殊膳食食品、保健食品 2类食品 4批次样品不合

格。现将具体情况通告如下： 

  一、特殊膳食食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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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混合果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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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广

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复检后，维持初检结论。 

  二、保健食品类 

  （一）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有限公司销售的、标称广州市康力士保健品有限公司代理、

美国鹰王保健制药公司生产的康力士康鹰牌液体钙软胶囊（原产国：美国），经中国检验

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检验发现，其中钙（以 Ca计）不符合产品执行标准规定。广

州市康力士保健品有限公司对检验结果提出异议，并申请复检；经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

复检后，维持初检结论。 

  （二）北京一品天天健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标称广东长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的諾萊維贝兴牌 B族维生素片，维生素 B12不符合产品执行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中国

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 

  （三）天猫玉之润保健品专营店（经营者为福建省三明市永安玉之润百货贸易有限公

司）在天猫（网站）销售的、标称北京爱生堂医药研究中心委托广东省阳春市信德生物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黄金海岸®清源胶囊，经深圳市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发现，其中水

分不符合产品执行标准规定。北京爱生堂医药研究中心对标称其委托生产提出异议，经北

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实，该产品为广东省阳春市信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假冒北京爱

生堂医药研究中心委托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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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等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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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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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不合格产品，分析原因进行整改；北京、福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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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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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膳食食品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 

        3. 保健食品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 

  

                                                                市场监管总局 

                                                             2019年 5月 23日 

（特膳食品部分节选）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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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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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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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混合

果泥 

90 克×4/盒 2018/3/1 
Ella's 

Kitchen 
总钠 1.02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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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监管总局通告：2019 年第一季度特殊膳食食品监督抽检合格率达 99.2% 

〔2019 年第 13 号〕  

  2019 年第一季度，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完成并公布 428043 批次食品（含保健食品和

食品添加剂）样品监督抽检结果，检验项目全部合格的 418474批次，不合格的 9569批次，

总体不合格率为 2.2%，比 2018年同期下降 0.4个百分点。大宗食品合格率保持基本稳定，

其中 5类食品（粮食加工品，肉制品，蛋制品，乳制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合格率

分别为 99.0%、98.4%、99.9%、99.9%、98.6%，均高于总体合格率（各类食品监督抽检结

果见附件）。 

  从检验不合格的项目看，仍以农兽药残留超标、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微生

物污染等 3 类问题为主，分别占不合格总数的 30.7%、23.7%、22.9%。同时，质量指标不

达标占不合格总数的比率，比 2018年同期低 0.9 个百分点；检出重金属等元素污染问题、

生物毒素污染问题占不合格总数的比率，与 2018 年同期持平；非食用物质占不合格总数的

比率，比 2018年同期高 0.1个百分点。针对抽检不合格食品，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督促企

业下架、召回，控制了产品风险，并对违法违规企业立案调查、依法处置。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已公布具体抽检信息，可在其政府网站或通过其他有效途径查询。 

  特此通告。 

       附件：2019年第一季度各类食品监督抽检结果汇总表  

  

                                                                                              市场监管总局 

                                                                                              2019年 4月 28日 

（特膳食品部分节选） 

 

序号 食品种类 
样品抽检 

数量/批次 

合格样品 

数量/批次 

不合格样品 

数量/批次 

样品 

合格率 

28 特殊膳食食品 964 956 8 99.2% 

http://gkml.samr.gov.cn/nsjg/spcjs/201905/W02019050664110663671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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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解读】 

解读《关于弯曲乳杆菌等 24 种“三新食品”的公告》（2019 年第 2 号） 

 

一、新食品原料 

  （一）弯曲乳杆菌 

  弯曲乳杆菌（Lactobacillus curvatus）属于乳杆菌属，从传统发酵肉制品中分离得

到。该菌种已列入欧洲食品安全局资格认定（QPS）名单的推荐生物制剂列表中，并列入国

际乳品联合会公报（Bulletin of the IDF 455/2012）的“在发酵食品中有技术必要性的

微生物品种目录”中，在丹麦列入“用于食品的微生物列表”，用于肉制品、乳制品和鱼

类制品的加工。含有弯曲乳杆菌的发酵肉制品已在欧美多国销售多年。此次申报的弯曲乳

杆菌拟用于发酵肉制品、发酵乳及乳制品，但不包括婴幼儿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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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专家对弯曲乳杆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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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弯曲乳杆菌在婴幼儿人群的食用安全

性资料不足，从风险预防原则考虑，婴幼儿不宜食用，标签及说明书中应当标注不适宜人

群。食品安全指标应当符合我国相关标准。 

  （二）明日叶 

  明日叶（Angelica keiskei）是一种原产于日本的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已

在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作为食品原料使用。有资料证明，我国部分地区自 2008年开

始引种明日叶，现已在山东、海南、江苏、四川、贵州、云南、广东、辽宁等多省种植。

民间通常用其嫩茎叶凉拌、炒食、榨汁、汆汤，或以炒茶、干磨粉的方式食用。此次申报

的新食品原料为明日叶的茎和叶，鲜品推荐食用量为≤50 克/天，干品推荐食用量以鲜品

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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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专家对明日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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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明日叶在婴幼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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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蔬菜的规定执行。 

  （三）枇杷花 

  枇杷花为蔷薇科枇杷属植物枇杷（Eriobotrya japonica (Thunb.) Lindl.）的花，在

我国浙江、上海、福建、广东、江苏、江西、湖南、四川、广西、云南等省（区、市）有

广泛种植。枇杷花在我国上海、福建、广东、浙江等省（市）局部地区有食用历史，以煲

汤、熬粥、炖菜及泡饮等方式食用。本次申报的新食品原料为枇杷花经去梗、清洗、烘干

等工艺制成的干品，推荐食用量为≤8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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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专家对枇杷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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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枇杷花在婴幼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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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干制蔬菜（叶类蔬菜）

的规定执行。 



全国特殊膳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66）秘书处 

60 

  二、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 

  （一）硫酸镁 

  1.背景资料。该物质是硫酸的镁盐，易溶于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

标准》（GB 2760-2014）批准其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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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其作为添加剂用于纸中，最大使用量为

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本次申请将其使用范围扩大至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ABS）

塑料。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盟委员会均允许其用于食品接触用 ABS塑料材料及制品。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是 ABS乳液聚合过程中的一种沉淀剂。与其他同类功能的添加

剂相比，其可以减少或替代加工过程中酸或腐蚀性盐的使用，从而降低腐蚀的风险。 

  (二)1,3:2,4-双-O-[(3,4-二甲基苯基)亚甲基]-D-葡糖醇 

  1.背景资料。该物质在室温下为固体。GB 9685-2016批准其作为添加剂用于聚乙烯（PE）

和聚丙烯（PP）塑料中，本次申请将其使用范围扩大至聚 1-丁烯（PB-1）塑料。欧盟委员

会和南方共同市场均允许其用于食品接触用 PB-1 塑料材料及制品。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是一种澄清剂。添加了该物质的 PB-1具有较高的澄清度和较低

的雾度。 

  (三)芥酸酰胺 

  1.背景资料。该物质在室温下为固体。GB 9685-2016 批准其作为添加剂用于粘合剂、

纸，以及聚乙烯（PE）、聚丙烯（PP）和聚偏二氯乙烯（PVDC）等多种塑料中。本次申请

将其使用范围扩大至聚 1-丁烯（PB-1）塑料。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盟委员会均允许其

用于食品接触用 PB-1塑料材料及制品。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是一种润滑剂，可以减小 PB-1材料间的摩擦力。此外，该物质

还具有较好的耐热性，可在较高的加工温度下使用。 

  (四)硬脂酸钙 

  1.背景资料。该物质是硬脂酸（十八烷酸）的钙盐，常温下为白色粉末，不溶于水。

GB 2760-2014 批准其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 GB 9685-2016批准其作为添加剂用于橡胶、

粘合剂、纸，以及聚乙烯（PE）、聚丙烯（PP）、聚苯乙烯（PS）和丙烯腈-苯乙烯共聚物

（AS）等多种塑料中。本次申请将其使用范围扩大至聚 1-丁烯（PB-1）塑料。美国食品药

品管理局和欧盟委员会均允许其用于食品接触用 PB-1塑料材料及制品。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抗粘结剂用于 PB-1，防止 PB-1 材料在储存过程中粘结，

使其容易分离。 

  (五)硬脂酸锌 

  1.背景资料。该物质在常温下为白色粉末。GB 9685-2016批准其作为添加剂用于聚乙

烯（PE）、聚丙烯（PP）、聚苯乙烯（PS）和丙烯腈-苯乙烯共聚物（AS）等多种塑料中。

本次申请将其使用范围扩大至聚 4-甲基-1-戊烯（PMP）塑料。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盟

委员会均允许其用于食品接触用 PMP塑料材料及制品。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抗氧剂，可增强 PMP树脂在热加工过程中的稳定性。 

  (六)四[3-(3,5-二叔丁基-4-羟基苯基)丙酸]季戊四醇酯 

  1.背景资料。该物质在常温常压下为白色固体粉末。GB 9685-2016 批准其作为添加剂

用于橡胶、涂料及涂层、粘合剂，以及聚乙烯（PE）、聚丙烯（PP）、聚苯乙烯（PS）和

丙烯腈-苯乙烯共聚物（AS）等多种塑料中。本次申请将其使用范围扩大至聚 4-甲基-1-戊

烯（PMP）塑料。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盟委员会均允许其用于食品接触用 PMP塑料材料

及制品。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抗氧剂，可增强 PMP树脂在热加工过程中的稳定性。 

  (七)三(2,4-二叔丁基苯基)亚磷酸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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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背景资料。该物质常温下为白色结晶粉末。GB 9685-2016批准其作为添加剂用于橡

胶、涂料及涂层、粘合剂、纸和纸板，以及聚乙烯（PE）、聚丙烯（PP）、聚苯乙烯（PS）

和乙烯-乙酸乙烯酯共聚物（EVA）等多种塑料中。本次申请将其使用范围扩大至聚 4-甲基

-1-戊烯（PMP）塑料。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盟委员会均允许其用于食品接触用 PMP塑

料材料及制品。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辅助抗氧剂，与主抗氧剂发挥协同作用，改善 PMP树脂在

热加工过程中的稳定性。 

  (八)2-丙烯酸丁酯与 2-丙烯酸-2-乙基己基酯的聚合物 

  1.背景资料。该物质是一种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常温下为清澈到浅黄色液

体，不溶于水，易溶于有机溶剂。GB 9685-2016 批准其作为添加剂用于油墨。本次申请将

其使用范围扩大至涂料及涂层。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洲委员会均允许其用于食品接触

用涂料及涂层。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在涂料中用作流平剂，有助于形成光滑平整的涂层。 

  (九)N,N’-二(十八酰基)-乙二胺与氮杂环十三烷-2-酮的均聚物和 1-异氰酸根合十八

碳烷的反应产物 

  1.背景资料。该物质是一种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不溶于水。美国食品药品

管理局和欧洲委员会均允许其用于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一般添加在热固性金属涂料中，用于改善其柔韧性，同时也可

提高涂膜的抗划伤和耐磨性。 

  (十)1,4-苯二甲酸与己二酸、1,4-丁二醇和偏苯三甲酸酐的聚合物 

  1.背景资料。该物质是一种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基础树脂，不溶于水。美国食品药

品管理局和欧洲委员会均允许其用于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用在粉末涂料中，可以提高粉末涂料在成膜后的柔韧性。 

  (十一)氯甲基环氧乙烷与 4,4’-亚甲基双（2,6-二甲基酚）和对苯二酚的聚合物 

  1.背景资料。该物质是一种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基础树脂，可溶于水。美国食品药

品管理局以及荷兰卫生、福利和体育部均允许其用于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能够使涂层具有较好的延展性和耐化学性。 

  (十二)二甲基乙醇胺部分中和的缩水甘油封端双酚 A/环氧氯丙烷共聚物与苯乙烯、甲

基丙烯酸甲酯、丙烯酸 2-乙基己酯、丙烯酸和甲基丙烯酸的反应产物 

  1.背景资料。该物质是一种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基础树脂，不溶于水。美国食品药

品管理局和欧洲委员会均允许其用于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能够使涂层具有较好的延展性和耐化学性。 

  (十三)1,3-苯二甲酸与 1,4-苯二甲酸、1,4-丁二醇、1,2-乙二醇和己二酸的聚合物 

  1.背景资料。该物质是一种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基础树脂，不溶于水。美国食品药

品管理局和欧洲委员会允许其用于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流平剂用于粉末涂料中，协助均匀固化薄膜。 

  (十四)5-异氰酸根合-1-(异氰酸根合甲基)-1,3,3-三甲基环己烷的均聚物与 2,2-二

甲基-1,3-丙二醇、二甘醇、1,4-二(羟甲基)环己烷、1,3-苯二甲酸、氢化二聚 C18不饱和

脂肪酸和ε-己内酰胺的反应产物 

  1.背景资料。该物质是一种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基础树脂，不溶于水。美国食品药

品管理局和欧洲委员会均允许其用于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易于形成较高密度的交联网络，有较好的耐化学性能。 

  (十五)1,3-苯二甲酸与 1,4-苯二甲酸、1,3-二氢-1,3-二氧代-5-异苯并呋喃羧酸、己

二酸、2-甲基-1,3-丙二醇和 2,2'-氧双[乙醇]的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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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背景资料。该物质是一种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基础树脂，为无色到浅黄色液体，

不溶于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洲委员会均允许其用于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有较好的耐酸耐蒸煮能力、附着力和柔韧性。 

  三、食品添加剂新品种 

  （一）L-γ-谷氨酰-L-缬氨酰-甘氨酸 

  1.背景资料。L-γ-谷氨酰-L-缬氨酰-甘氨酸的分子式是 C12H21N3O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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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食用香料和提取物制造者协会、国际食

品用香料香精工业组织等允许其作为食品用香料在各类食品中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配制成食品用香精后用于各类食品（《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表 B.1食品类别除外），改善食品的味道。该物质的质量规格

按照公告的相关内容执行。 

  （二）二氧化硅 

  1.背景资料。二氧化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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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用于乳粉（包括加糖乳粉）和奶油粉及其调制产品、固体饮料等食

品类别。本次申请使用范围扩大到其他特殊膳食用食品（仅限 1～10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

食品）（食品类别 13.05）。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欧盟委员会、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食品标准局等允许其作为抗结剂用于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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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限定”。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抗结剂用于其他特殊膳食用食品（仅限 1～10岁特殊医学

用途配方食品）（食品类别 13.05），防止产品结块。其质量规格应执行《食品添加剂 二

氧化硅》（GB 25576-2010）。 

  （三）β-环状糊精 

  1.背景资料。β-环状糊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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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用于方便米面制品、预制肉制品、熟肉制品等食品类别，本次

申请扩大使用范围到腌渍的蔬菜（食品类别 04.02.0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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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剂用于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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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mg/kg bw。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用于腌渍的蔬菜（食品类别 04.02.02.03），防止加工过程中

风味降解和损失。其质量规格应当执行《食品添加剂 β-环状糊精》（GB 1886.180-2016）。 

  （四）硫磺 

  1.背景资料。硫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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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用于水果干类、蜜饯凉果、干制蔬菜等食品类别，本次申请使用范围扩

大到香辛料及粉（仅限八角）（食品类别 12.09.01）。硫磺通过熏蒸产生二氧化硫从而发

挥防腐作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欧盟委员会等允许亚硫酸盐类物质作为二氧化硫来源

用于香辛料的防腐。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防腐剂用于香辛料及粉（仅限八角）（食品类别 12.09.01），

防止八角霉变。其质量规格执行《食品添加剂 硫磺》（GB 3150-2010）。 

  （五）半乳甘露聚糖 

  1.背景资料。半乳甘露聚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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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 A.2，允许在各类食品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表 A.3 食品类别除

外)，本次申请作为食品营养强化剂用于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13.01 中涉及品种除外）

（食品类别 13.03）。欧盟委员会、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等允许其作为食品原料用于食品。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食品营养强化剂用于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13.01 中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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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品种除外）（食品类别 13.03），提供膳食纤维。其质量规格执行《食品添加剂 半乳甘

露聚糖》（GB 1886.301-2018）。 

  （六）富硒酵母 

  1.背景资料。富硒酵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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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用于含乳饮料等食品类别，本次申请使用范围扩大到特

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13.01 中涉及品种除外）（食品类别 13.03）。欧盟委员会、美国食

品药品管理局等允许其用于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2.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食品营养强化剂用于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13.01 中涉

及品种除外）（食品类别 13.03），补充硒元素。其质量规格执行《食品营养强化剂 富硒

酵母》（GB 1903.21-2016）。 

 

 

发布日期：2019 年 5 月 29 日 

                                            【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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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解读《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5月 28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关于《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征求意见截止 2019年 6月 27日。新版办法贯彻落实了国务院

“放管服”改革工作部署和《国务院关于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的通知》（国发〔2018〕

35号）的要求，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动食品生产监管工作重心向事后监管转移，进一步

增强食品生产许可管理体制的可操作性。 

一、总则篇 

（1）调整监管部门：生产许可监管部门由原国家及省、自治区、直辖市食药局改为国

家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此调整主要是机构改革所引起的变化，在后

续的章节中都有所体现。 

（2）加强对食品生产许可现场核查人员的管理：第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负责培训、考核和管理食品生产许可现场核查人员。简化许可程序的同时，监

管部门着重加强了审核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培养。 

（3）全面推进食品生产许可信息化：食品生产许可申请、受理、审查、发证、查询等

全流程网上办理。明确要求发放食品生产许可电子证书（在第六十七条有提到电子证书和

纸质证书拥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并在本机关官方网站公开食品生产许可事项，以及食品生

产许可信息数据库。详见意见稿第十条规定。电子化证书推行后将不再需要在生产场所的

显著位置悬挂或者摆放食品生产许可证正本（同步取消了未按规定放置的罚则），同时也将

不再存在证书遗失、损坏的补办的情况，并取消了补办的相关规定，管理更加便利化。 

二、 申请与受理篇 

（1）调整食品生产许可申请材料：申请人申请食品生产许可时，只需提交《食品生产

许可申请书》等必要且重要材料，不再要求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食品生产加工场所及其

周围环境平面图、各功能区间布局平面图，以及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文本。 

取消提供的材料中，营业执照（复印件）可通过内部监管信息系统核验申请人的主体

信息，其他相关材料可以在现场核查环节现场核验信息。 

为了落实食品生产企业主体责任，增加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信

息，以及所生产食品的产品标准文本。这些信息都是企业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障食

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信息。并做到了与《食品安全法》的有效融合，在《食品安全法》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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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条有以下规定：（三）有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

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详见意见稿第十四条、十七条规定。 

（2）申请材料不合规受理部门通知时限由 5 个工作日压缩为 2个工作日。 

三、 审查与决定篇 

（1）增加检验报告的来源：食品生产者可以对试制食品自行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也

可委托有资质的食品检验机构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做到了与《食品安全法》的有效融合，

《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九条 食品生产企业可以自行对所生产的食品进行检验，也可以委

托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详见意见稿第二十一条规定。 

（2）明确特殊食品现场核查原则上不得委托下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详见意见稿第二

十一条规定。 

这里提到的特殊食品沿用了《食品安全法》中特殊食品的管理概念，具体是指婴幼儿

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 

（3）许可时限变化： 

核查人员应当自接受现场核查任务之日起完成对生产场所的现场核查的时限由 10 个

工作日缩短为 5个工作日。 

监管部门受理申请到做出许可决定时限由 20 个工作日缩短为 10个工作日，特殊情况

延长时限由 10 个工作日缩短为 5个工作日。 

监管部门做出生产许可决定到发证时限由 10 个工作日缩短为 5个工作日。 

（4）首次实行部分食品生产许可告知承诺。对粮食加工品、茶叶（边销茶除外）、蔬

菜制品、水果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食糖分装、淀粉分装等

风险相对低的食品的生产许可，简化审批程序，实行告知承诺。食品生产者在申请办理食

品生产许可、许可变更、许可延续时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且书面报送《告

知承诺书》承诺符合食品生产许可条件的，不再进行现场核查，直接向申请人发放食品生

产许可证。 

针对低风险食品的管理可以参照原食药总局发布的《关于印发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中附件 1.食品生产经营静态风险因素量化分值表的内容。 

（5）首次在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中明确不需要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形，将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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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总局后期发布的《关于贯彻实施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内容进行了

收纳专项管理，内容更全面：在通知一、许可审批有关问题中有提到（二）关于出口加工

区内食品生产企业及仅以出口为目的食品生产企业取证问题。根据《食品安全法》、《出口

加工区加工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商务部 2005年第 27号令）有关规定，出口加工区内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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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需申请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如果食品生产企业所生产的食品在国内销售，应当依法取

得食品生产许可证。 

详见意见稿第二十五条规定 出口加工区、保税区、自由贸易区等海关监管的特殊区域

内的食品生产者，以及只生产出口食品的食品生产者，不为其发放食品生产许可证。 

四、 许可证管理篇 

调整食品生产许可证书格式。由于机构改革和《办法》的修订，食品生产许可证书中

信息需要调整，将另行公布调整后的食品生产许可证书样式及内容。拟调整内容如下：调

整食品生产许可证书监制部门和投诉举报电话，将证书“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监制”

调整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监制”，投诉举报电话调整为“12315”。简化食品生产许可

证书载明内容，食品生产许可证书中不再记载日常监督管理机构、日常监督管理人员、外

设仓库信息，同时删除了相关的变更规定。 

五、 变更、延续与注销篇 

（1）延续&变更申请材料不再需要提交食品生产许可证正副本：详见意见稿第三十五

条、三十七条规定。 

（2）延续申请期限由 30个工作日缩短为 20 个工作日：详见意见稿第三十六条规定。 

（3）延续申请受理部门选择：由于食品生产许可实行一企一证，针对多类别食品生产

企业可能由不同的监管部门监管，延续申请时可由食品生产者自主选择其中一个申请受理

部门，许可事项为非受理部门审批权限的，受理部门应当及时告知有相应审批权限的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组织联合审查，按照规定时限作出决定，由受理申请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根据决定颁发食品生产许可证，详见意见稿第三十六条规定。 

（4）注销时限由 30 个工作日缩短为 20个工作日：详见意见稿第四十二条规定。 

六、 监督检查篇 

（1）对告知承诺制企业的后期管理：走告知承诺流程未经现场审查的获证企业自获得

许可 20个工作日内需接受监督检查，发现不符合许可条件的，应停产进行整改。整改后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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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要求的应及时撤销行政许可。 

（2）对特殊食品企业生产许可管理：特殊食品生产企业获得食品生产许可书后，监督

检查中发现不符合许可条件及产品不合格等情况一年内达到 3次的，由原发证的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吊销许可证书。 

（3）新增对停产半年以上生产企业的管理：进一步增强食品生产许可制度的可操作性

及科学合理性，意见稿第四十八条 获证食品生产者因季节性或其他原因停产半年以上的，

恢复生产前应当向负责实施日常监管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告，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展

一次日常监督检查。同时规定如违反将处以 5000 元的罚款，详见意见稿第五十九条。 

七、 法律责任篇 

增加未取得许可从事食品生产活动的几种情形：未取得许可；工艺设备布局、工艺流

程等关键事项变化未及时提出变更；应注销许可资质未注销仍继续开展生产的。意见稿第

五十四条对《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未取得许可的罚则进行了很好的补充和明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版《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顺应时代需求，

将相关信息进行了高度融合，同时加强了各法规之间的关联一致性；从监管方面来看 “宽

进严出”，“轻许可重监督”；从办事便利性来看，政府更多的从实际出发，简化缩短了办事

流程，更多的从服务于企业出发，但是生产企业在享受政府 “红利”的同时，应当更加注

意平时生产的安全合规管理。新版许可办法实施后意味着会有更多的监督检查和飞行检查

等各类检查，企业应当更加严格做好食品安全管理工作。 

 

 

 

发布日期：2019 年 5 月 29 日 

                                           【来源：食品标法圈】  



全国特殊膳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66）秘书处 

68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负责人就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答记者问 

 

  2019年 5月 2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公开发布。国务院食品安全办负责人就《意见》相关情况，接受了记者专访。  

  问：请介绍一下《意见》出台的背景、过程和重要意义。  

  答：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中

华民族未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食品

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食品安全作为一

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坚持党政同责，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

最严肃的问责，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李克强总理多次作出批示，强调要完善监

管体系，着力提高监管效能，落实最严格的全程监管制度，推动食品安全形势持续改善，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总的看，各级党委和政府对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视

程度明显提高，工作力度不断加大，食品安全形势不断好转。但食品安全仍面临不少问题

和困难，与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存在不小差距，“治标”的工作有待进一步巩

固，“治本”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影响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明显短板。必须深化改革破解难

题，建立保障食品安全的长效机制，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成效。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领导

下，国务院食品安全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组织力量，深入调研，多次召开专家学

者、政府部门、企业、协会、基层监管人员以及消费者代表座谈会，开展食品安全战略相

关问题研究，梳理重点难点，研究针对性解决方案，充分征求各省（区、市）人民政府、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意见，反复研究起草并修改形成了《意见》稿。经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审批后，报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  

  《意见》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大举

措，是第一个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出台的食品安全工作纲领性文件，具有里程碑式重

要意义。《意见》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

体目标，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为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食品安全战略提供目标指

向和基本遵循，有利于加快建立食品安全领域现代化治理体系，提高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

的监管能力，提升食品全链条质量安全保障水平，切实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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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安全感。  

  问：《意见》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答：《意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最严”要求为统领，坚持问题导

向、人民立场、改革创新、务实管用，突出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以点带面、标本兼治；

突出全程监管、产管并重，风险管理、社会共治。注重总结提炼各地区各部门的经验做法

和实践探索，既提出了长效制度机制建设任务，又提出了解决突出问题的攻坚行动，力争

让人民群众见到实实在在的成效，提高安全感、满意度。  

  《意见》共包括 12 个部分内容。《意见》分析了食品安全面临的形势，明确了食品安

全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围绕建立最严谨的标准、实施最严格的监管、

实行最严厉的处罚、坚持最严肃的问责、落实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推动食品产业高质量

发展、提高食品安全风险管理能力、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加强组织领导等，立足实际，

标本兼治，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和深化改革要求。《意见》围绕人民群众关切，部署开展

食品安全放心工程建设攻坚行动，集中力量解决当前食品安全领域的突出问题。  

  问：《意见》提出的食品安全工作总体目标是什么？  

  答：《意见》提出了 2020 年近期目标和 2035年中长期目标，旨在标本兼治、重在治本。

到 2020年，基于风险分析和供应链管理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初步建立，食品安全整体水平

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基本相适应。到 2035年，基本实现食品安全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主要考虑是，食品安全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一环，当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

突出问题，必须加快得到解决，措施务求可操作，目标务求可量化。到 2020 年农产品和食

品抽检量达到 4批次/千人，主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总体合格率稳定在 97%以上，食品抽

检合格率稳定在 98%以上等具体量化指标，与《“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一致，保持

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食品安全工作重在治本，在实现近期目标的基础上，中长期目标

着重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此过程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日新月异，食品

领域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层出不穷，也将会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本着

与时俱进的原则，着重从食品安全标准、产地环境污染治理、生产经营者责任意识诚信意

识和质量安全管理水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能力、全过程监管体系等方面提出了 2035年的

原则性目标。  

  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用“四个最严”保障食品安全，《意见》在贯彻落实“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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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最严”要求方面有哪些改革创新措施？  

  答：“四个最严”要求，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导

方针。《意见》就贯彻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创新措施。  

  《意见》明确，建立最严谨的标准。食品安全标准是判定风险和监管执法的重要依据。

近年来，有关部门共同努力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已公布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1260项，但与最严谨标准要求尚有一定差距。《意见》要求简化优化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制修订流程，加快制修订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食品污染物、致病性微生物等

食品安全通用标准，到 2020 年农药兽药残留限量指标达到 1万项，基本与国际食品法典标

准接轨。  

  《意见》明确，实施最严格的监管。食品产业链条长，风险点源多，任何一个“点上”

的问题都有可能给“面上”的食品安全埋下隐患，需要源头严管、过程严控。《意见》要求

健全覆盖从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全过程最严格的监管制度，严把产地环境安全关、农业投

入品生产使用关、粮食收储质量安全关、食品加工质量安全关、流通销售质量安全关、餐

饮服务质量安全关。开展重点地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土壤风险排查和整治，将高毒农药禁

用范围逐步扩大到所有食用农产品，健全超标粮食收购处置长效机制，将体系检查从婴幼

儿配方乳粉逐步扩大到高风险大宗消费食品，强化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衔接，严格

落实网络订餐平台责任，保证线上线下餐饮同标同质。  

  《意见》明确，实行最严厉的处罚。食品安全需要依法监管、重典治乱。这些年食品

安全法律法规建设成效显著，为食品安全工作提供了法制保障，但确实还存在着违法成本

低、维权成本高、法律震慑力不足等问题。《意见》要求推动危害食品安全的制假售假行为

“直接入刑”，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落实“处罚到人”要求，对违法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

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等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进行严厉处罚，大幅

提高违法成本，实行食品行业从业禁止、终身禁业，对再犯从严从重进行处罚。探索建立

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严重失信者名单认定机制，

加大对失信人员联合惩戒力度。  

  《意见》明确，坚持最严肃的问责。针对事权不清、责任不明、一些地方对食品安全

重视不够等问题，《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结合实际，依法依规制定

食品安全监管事权清单。加强评议考核，完善对地方党委和政府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制

度，将食品安全工作考核结果作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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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干部奖惩和使用、调整的重要参考。严格责任追究，依照监管事权清单，尽职照单免责、

失职照单问责。  

  问：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见》对生产经营者的责任作出了哪些规

定？  

  答：安全的食品首先是“产”出来的，从源头上控制和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生产经营

者是责任主体。《意见》第七部分专门就落实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提出了要求，主要包括四

个方面：一是落实质量安全管理责任，设立质量安全管理岗位，配备专业技术人员，严格

执行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要求，确保生产经营过程持续合规，确保产品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风险高的大型食品企业要率先建立和实施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体系。二是加强生产

经营过程控制，依法对食品安全责任落实情况、食品安全状况进行自查评价，主动监测其

上市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对存在隐患的，要及时采取风险控制措施。三是建立食品安全追

溯体系，确保记录真实完整，确保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四是积极投保食品安全责任

保险，推进肉蛋奶和白酒生产企业、集体用餐单位、农村集体聚餐、大宗食品配送单位、

中央厨房和配餐单位主动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有条件的中小企业要积极投保食品安全

责任保险，发挥保险的他律作用和风险分担机制。此外，《意见》还提出了建立企业标准公

开承诺制度、鼓励企业通过新闻媒体、网络平台等方式直接回应消费者咨询等要求。  

  问：围绕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意见》提出要开展食品安全放心工程建设

攻坚行动，具体作出了哪些部署？  

  答：在系统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围绕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意见》部署了食

品安全放心工程建设攻坚行动，用 5年左右时间，集中力量实施 10项行动，以点带面治理

“餐桌污染”，力争取得明显成效。  

  ——实施风险评估和标准制定专项行动。系统开展基础性调研工作，加强风险监测，

建立更加适用于我国居民的健康指导值。加快推进内外销食品标准互补和协调，促进国民

健康公平。  

  ——实施农药兽药使用减量和产地环境净化行动。5年内分期分批淘汰现存的 10种高

毒农药。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水产养殖用药减量行动、兽药抗菌药治理行动。重

度污染区域要加快退出食用农产品种植。  

  ——实施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提升行动。在生产企业全面实施良好生产规范、危害分

析和关键控制点体系，自查报告率要达到 100%。支持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兼并重组。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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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内显著提升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的品质、竞争力和美誉度。  

  ——实施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严格落实学校食品安全校长（园长）责任制，防范

发生群体性食源性疾病事件。全面推行“明厨亮灶”，建立学校相关负责人陪餐制度，鼓励

家长参与监督。落实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保证学生营养餐质量。  

  ——实施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治理行动。全面清理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资格，严厉打击制

售“三无”食品、假冒食品、劣质食品、过期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取缔“黑工厂”、

“黑窝点”和“黑作坊”。用 2—3年时间，建立规范的农村食品流通供应体系。  

  ——实施餐饮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推广“明厨亮灶”、风险分级管理，规范快餐、团餐

等大众餐饮服务。鼓励餐饮外卖对配送食品进行封签，使用环保可降解的容器包装。大力

推进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开展餐饮门店“厕所革命”。  

  ——实施保健食品行业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全面开展严厉打击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

传、虚假广告等违法犯罪行为。严厉查处各种非法销售保健食品行为，打击传销。完善保

健食品标准和标签标识管理。做好消费者维权服务工作。  

  ——实施“优质粮食工程”行动。完善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健全为农户提供

专业化社会化粮食产后烘干储存销售服务体系。开展“中国好粮油”行动，提高绿色优质

安全粮油产品供给水平。  

  ——实施进口食品“国门守护”行动。将进口食品的境外生产经营企业、国内进口企

业等纳入海关信用管理体系，完善企业信用管理、风险预警、产品追溯和快速反应机制，

落实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政策，严防输入型食品安全风险。严厉打击走私行为。  

  ——实施“双安双创”示范引领行动。发挥地方党委和政府积极性，持续开展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创建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活动，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生产经营者主体责

任。  

  问：《意见》的出台对食品产业发展将会有什么影响？  

  答：安全是发展的基石。食品安全是“产”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科学监管对

食品产业良性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有利于“良币驱逐劣币”，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意见》

提出了推动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措施，改革许可认证制度，坚持“放管服”相结合，

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动食品产业转型和农产品质量提升，加大科技支撑力度，将有助

于企业在保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持续健康发展。  

  问：《意见》对加强基层建设提出了什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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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重心在基层，加强基层建设至关重要。《意见》从多个方面提

出了具体要求：一是明确职责定位。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及其在乡镇（街道）的派出机构，

要以食品安全为首要职责，执法力量向一线岗位倾斜，完善工作流程，提高执法效率。农

业综合执法要以农产品质量安全为重点，确保监管工作落实到位。二是加强能力建设。要

加强基层综合执法队伍和能力建设，确保有足够资源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职责。提高监管队

伍专业化水平，依托现有资源加强职业化检查队伍建设。在城市社区和农村建立专兼职食

品安全信息员（协管员）队伍，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三是强化支撑保障。加强执法力

量和装备配备，确保执法监管工作落实到位。加强技术支撑能力建设，落实各级食品和农

产品检验机构能力和装备配备标准。推进“互联网+食品”监管，充分应用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实施智慧监管。  

  《意见》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爱护一线监管执法干部，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

制，为敢于担当作为的干部撑腰鼓劲。  

  问：《意见》对各地区各部门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提出了哪些要求？下一步

如何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  

  答：《意见》提出，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食品安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落

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明确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

强化各级食品安全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统筹协调作用。各有关部门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

的要求，对主管领域的食品安全工作承担管理责任。各级农业农村、海关、市场监管等部

门要压实监管责任，加强全链条、全流程监管。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每年要向党中央、国务

院报告食品安全工作情况。要加大投入保障，将食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所需经费列入

同级财政预算，保障必要的监管执法条件。要激励干部担当，加强监管队伍政治思想建设，

忠实履行监管职责。对在食品安全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给予表彰奖励。  

《意见》印发后，关键是要抓好贯彻落实，让各项规定和政策措施执行到位、落实到

位。按照部署，一是组织制定《意见》任务分工方案，明确各项任务的牵头部门和责任单

位，抓好贯彻落实。二是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结合实际认真研究制定具体措施，明确时间表、

路线图、责任人。三是国务院食品安全办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协调机制，加强沟通会商，研

究解决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四是严格督查督办，将实施情况纳入对地方政府食品安全工作

督查考评内容，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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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9 年 5 月 21 日 

【来源：市场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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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动态】 

欧盟修订婴幼儿配方奶粉中维生素 D 和芥酸的最大含量 

2019 年 5 月 23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EU）2019/828 号条例，修订婴儿配方奶粉中维

生素 D 和婴儿配方奶粉及二段配方奶粉中芥酸的最大含量，修订欧盟委员会委托管理条例

（EU）2016/127 的附件 I 和附件 II。  

具体修订如下：  

（1）附件 I 修改如下：  

（a）在第 11 点，维生素 D 条目替换为以下内容： 

 

（b）第 5.3 点由以下内容代替： 

5.3 .芥酸含量不得超过总脂肪含量的 0.4%。 

（2）附件 II 第 4.3 点替换为： 

4.3 .芥酸含量不得超过总脂肪含量的 0.4%。。 

 

 

发布日期：2019 年 5 月 23 日 

                                            【来源：欧盟委员会（EU）】 

 

 

日本发布《食品卫生法实施令》修改征求意见稿 

5 月 21 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食品卫生法实施令》修改征求意见稿，拟修改以下

主要内容： 

1.修改后的《食品卫生法》第 18 条第 3 项的政令规定的材质为合成树脂。 

2.规定了修改后的《食品卫生法》第 50 条第 2.1 项第 2 号的小规模营业者等的范围。 

以上内容征集时间至 6 月 19 日。 

  

 

发布日期：2019 年 5 月 21 日 

                                            【来源：日本厚生劳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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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拟修订婴儿营养食品标准 

2019 年 5 月 14 日，印度食品安全标准局（FSSAI）发布 F.No. Stds/03/Notification （IFR）

/ FSSAI-2017.号文件，发布《食品和食品添加剂标准》（2019 年）修订草案，拟修订婴儿

营养食品标准。修订内容如下： 

（1）修订婴儿食品、婴儿配方奶粉等 13 个术语定义； 

（2）修订产品包装、微生物标准等产品通用要求； 

（3）规定婴儿牛奶食品、基于牛奶谷物的补充食品、加工谷物辅食食品等产品的定义、

营养素成分、食品添加剂使用限量等要求。 

草案征求意见至 2019 年 6 月 14 日。 

 

 

发布日期：2019 年 5 月 14 日 

                                             来源：海关总署】 

 

 

联合国调查：饮食营养不均衡严重影响民众健康 

近期，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进行的一项全球范围的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在全球

195 个国家中，饮食营养不均衡严重影响了民众的健康。在全球死亡人数中，每 5 名死者

中就有 1 人的死因是营养出现问题。 

据报道，该报告指出，“吃得坏”可导致死亡。2017 年，全球与不良饮食习惯有关的

死亡个案为 1100 万宗，这比抽烟导致的死亡率还高(抽烟导致每年 800 万人死亡)。 

“全球疾病事务小组(GBD)”的 130 名专家研究调查后得出结论称，排在前列的饮食

营养问题包括，盐分问题、全谷物摄入不足及每日水果吃太少等。 

参与这项研究调查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院长图维耶女士指出：“人们愈来愈多地意识

到营养对慢性病的影响”。她还说：“如今营养不能当作次要问题了，这是 20 多年前老套的

认知。 

 

 

发布日期：2019 年 5 月 9 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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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发布《健康功能食品法典》部分修改征求意见稿 

4 月 30 日，韩国食品安全处（MFDS）发布了第 201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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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健康功能食品摄取注意事项。 

2.新设定含 EPA 和 DHA 油脂产品的酸败管理标准和试验方法。 

3.在氨基葡萄糖的重金属规格中增加总砷。 

4.修改低聚果糖的功能性内容：删除功能性内容中“有助于抑制有害细菌和促进钙吸收”

无法确认功能性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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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食品安全处（MFDS）】 

 

 

韩国发布《健康功能食品功能性原料及标准、规格认证相关规定》部分修改

征求意见稿 

4 月 30 日，韩国食品安全处（MFDS）发布了第 2019-224 号公告，拟修改《健康功能

食品功能性原料及标准、规格认证相关规定》的部分内容，其主要内容如下： 

1.放宽功能性原料的提交材料范围：通过韩国国内外认证、使用现况和原料特征等相

关提交材料，可以确认产品与医药品不同或不相似时，不必提交功能性原料的提交材料。 

2.明确规定了以儿童等特定人群为对象的功能性原料及健康功能食品需提交材料的内

容、要求和评估内容。 

3.扩大摄入量评估资料条件：最近 5 年在韩国国外被作为食品流通、销售的资料与该

国家的认证资料一起提交时，可作为摄入量评估资料。 

4.使用不符合其他原料条件的原料生产的功能性原料，不可以申请功能性原料认证。 

以上意见征集时间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发布日期：2019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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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64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57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5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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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