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 03月 04日版 （第 10周）

第 一 百 四 十 八 刊
2016 年 5 月 4 日

4

2016年 5月 4日版 （第 19周）

目 录 Contents
关注我们 ................................................................................................................................ 1
诺安实力可丨“兽药残留风险控制”专题研讨会开始报名 ............................................................................. 1
诺安实力可助力 2016 年 AOAC 国际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及乳品标准研讨会盛大开幕 ................................. 3
AOAC 主席莅临诺安实力可宁波实验室参观交流 ...................................................................................... 4

聚焦国内 ................................................................................................................................ 6
北京开出新《食安法》首例“禁入”罚单 ................................................................................................. 6
广州检出 4.9 万吨进口问题食用油 总砷项目严重超标 .............................................................................. 7
婴幼儿奶粉配方注册制最快明年 5 月实施 ................................................................................................. 9
三部门数据打架，中国地下水污染到底多严重？..................................................................................... 12
谜一样的“复原乳”：监管十年 标注仍形同虚设 ...................................................................................... 13

国际风云 .............................................................................................................................. 16
马来西亚输美水产品兽药超标问题严重................................................................................................... 16
美国农药残留最严重农产名单出炉 草莓居首位 ...................................................................................... 16
欧盟食品安全局拟全面审查乐果农药残留问题 ........................................................................................ 17

2016年 5月 4日版 （第 19周）

日本屡次发生违反食品卫生法的进口食品已被消费情况 .......................................................................... 18
加拿大出现疑似由冷冻水果引发的甲肝疫情............................................................................................ 19

法规标准 .............................................................................................................................. 20
澳新发布农兽药残留新规定 .................................................................................................................... 20
欧盟新《海关法典》5 月 1 日起执行....................................................................................................... 20
美国修订氟啶胺的最大残留限量 ............................................................................................................. 20
欧盟公布克菌丹等多种农药在某些产品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 ................................................................... 21
欧盟修订氟啶虫酰胺等 5 种农药残留限量 ............................................................................................... 21

预警通报 .............................................................................................................................. 23
2016 年 3 月美国 FDA 自动扣留我国食品情况（3 月汇总）.................................................................... 23
2016 年 4 月输日食品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情况（4 月 29 日更新）......................................................... 23
2016 年 4 月中国出口韩国食品违反情况（5 月 3 日更新） ..................................................................... 27
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通报（2016 年第 14 周） .................................................... 29
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通报（2016 年第 15 周） .................................................... 29

2016年 5月 4日版 （第 19周）

关注我们
n

诺安实力可丨“兽药残留风险控制”专题研讨会开始报名

课程背景
近年来，世界各国通过制定兽药残留标准对动物源性食品进行了严格管控。兽药残留属于化学性风险，这类风险不是消费者能够用感官来识别
的，消费的过程中也很难清除，所以兽药残留也是食药监管部门监管的重点问题，是现阶段食品安全风险较高的一部分。
诺安实力可作为全球业界公认的检测领域的领导者，在化学检测方面具有丰富经验。为了帮助食品企业产品质量符合各国贸易要求，保障公众
的利益，诺安实力可特别组织了一场针对兽药残留风险控制的研讨会。此次研讨会课程由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专家及中国区研发经理亲
自授课，定会让您不虚此行。
讲师背景
Ø

张鸿伟- 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兽残实验室主任

博士学位，专业从事兽药残留检测及科研项目；
熟悉兽药残留国内外法规及政策要求，熟悉兽药残留检测技术等；
Ø

Robert 邓锁成-梅里埃营养科学集团中国区研发经理

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十四年的食品检测行业经验；尤其擅长仪器分析项目的检测及研发；
熟悉各国的农残、兽残、理化等检测技术，了解国内外食品安全的相关法规和限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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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安排
报名方式
日

期：2016 年 05 月 31 日 12:30-17:00

地

点：青岛汇泉王朝大饭店（青岛市市南区南海路 9 号）

价

格：免费

联系人：兰小姐
电

话：0532-83816633-6890

手

机：13853240899

课程大纲
时间

主题

主讲老师

下午
12:30-13:30

签到

13:30-14:00

兽药残留风险控制的重要性及控制原则

张鸿伟

14:00-14:50

兽药残留基本法规及政策要求

张鸿伟

14:50-15:20

茶歇

15:20-16:00

中国兽药残留高风险项目分析

邓锁成

16:00-16:30

兽药残留重点项目及解决方案

邓锁成

16:30-17:00

现场提问与交流

周围酒店信息推荐（房价为官网价格，仅供参考）

酒店名称

房型

房价

地址

距培训地点

青岛汇泉王朝大饭店

海景大床房 / 标准间

500 元（海景含早）

青岛市市南区南海路 9 号

0米

海友假日商务酒店

高级大床房

104 元（无早）

青城路与商河路交汇处（近青岛实验室）

4.9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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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诺安实力可助力2016 年AOAC国际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及乳品标准研讨会盛大开幕
2016 年 4 月 21-22 日，AOAC 国际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及乳品标准研讨会在宁波泛太平洋酒店盛大开幕，300 余名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今年，梅里埃营养科学（中国） 诺安实力可作为 AOAC 年会的协办方，携最新食品领域，尤其是乳制品领域的解决方案与广大的新老客
户进行了更全面、更专业的分享与交流。

梅里埃营养科学中国区运营总监 付萌博士 做大会发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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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OAC主席莅临诺安实力可宁波实验室参观交流
4 月 22 日，AOAC 主席 Norma R. Hill 博士在梅里埃营养科学中国区运营总监付萌博士的陪同下，参观了诺安实力可宁波实验室。

梅里埃营养科学中国区运营总监付萌
博士陪同 AOAC主席 Nor
maR.
Hi
l
l
博
士参观宁波实验室

参观过程中，付萌博士向 Norma R. Hill 博士介绍了从样品进入实验室到最终出报告的全过程，并带领 Norma R. Hill 博士参观了农残、兽
残、理化、微生物等各个实验室。参观结束后，Norma R. Hill 博士对宁波实验室先进的仪器设备、专业的人员素质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积极赞扬。

梅里埃营养科学中国区运营总监付萌博士向 AOAC主席 Nor
maR.
Hi
l
l
博士介绍宁波实验室运行情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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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 R. Hill 博士高度评价了诺安实力可在此次 AOAC 研讨会中做出的努力与贡献，希望双方继续加强交往，在更多的领域开展更加密
切、有效的合作。

参观结束后，AOAC主席 Nor
maR.Hi
l
l
博士与
付萌博士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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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国内
n 北京开出新《食安法》首例“禁入”罚单
日前，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宣布：北京市通州区一家食品
生产企业因虚假标注食品标签问题，被依法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公
司法人 5 年内禁止入行。这是北京食药监管部门依据新《食品安全
法》作出的首例“吊证”，并对当事人予以从业资格处罚的案件。

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违法货值金额不到万元就受到“吊证”并“禁入”的处罚是否过
重？对此，北京市食药监局法制处处长冀玮表示，食品标签“早产”、
过期食品偷改标签，是屡禁不绝的“行业潜规则”。过去，因为这一
类案件的货值金额不大，检测结果也往往合格，受法律法规限制，多
是进行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惩处力度不足。

2015 年 11 月，通州区食药监局根据举报线索，对北京万全居食
品工贸有限公司进行检查。执法人员现场查获已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
卤蛋、包子、紫薯包等食品，核查生产记录、销售记录和出库单时还
发现该企业曾多次销售生产日期“早产”的菜团子、枣窝头、白豆沙
包等食品。上述食品共涉及 12 个品种，货值金额 9000 余元，违法
所得 2000 余元。
据通州区食药监局稽查大队队长杜伟利介绍，该企业长期标注虚
假生产日期的行为违反了《食安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情节严重。
食药监管部门依法对其处以 10 万元罚款，并作出吊销全国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的处罚。

而新《食安法》处罚依据考量的是违法性质的严重性，并不仅限
于违法货值金额和违法所得的数量。食药监局表示：上述企业 10 余
个品种长期存在着标签造假的违法行为，本质上属于主观故意违法行
为，丧失了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基本底线，其行为性质恶劣，情节严重，
因而处以“吊证”并“禁入”的严厉处罚。
北京市食药监局新闻发言人唐云华表示，上述企业的处罚信息和
负有责任的法定代表人信息将移交工商部门，纳入企业信用信息网，
从而对当事人今后的经济活动产生限制。下一步，北京市食药监局还
将修订《北京市违法案件线索举报奖励办法》，简化举报奖励程序，
鼓励社会各界积极举报“行业潜规则”。

此外，被吊销许可证的企业法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张雪峰，
自处罚决定做出之日起 5 年内不得申请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及从事食

原文链接：http://epaper.cqn.com.cn/html/2016-04/14/content_62226.htm?div=-1
时间：2016-04-14

来源：中国质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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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广州检出4.9万吨进口问题食用油 总砷项目严
重超标
4 月 19 日，记者从广州检验检疫局获悉，该局日前检出一批重
量高达 4.9 万吨进口食用棕榈油有问题，检测发现其总砷项目严重超
标，而“总砷”被国际相关机构定为五大有毒元素之一。18 日，首
批 1.2 万吨问题进口食用油被退运出境，余下的问题产品也将陆续退

印度尼西亚食用棕榈油进行检验时发现，它们皆存在重金属总砷项目
超标情况。检验检疫人员随即对卸入港区储藏罐的全部问题油品进行
封存，并强化罐区监控措施。
据了解，食用植物油是我国进口大宗食品，尤其是棕榈油进口依
存度高达 100%，来源地主要为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食用棕榈油
因其价格较低，适合制作油炸食物，而被餐馆大量使用，同时，部分
调和油中也含有食用棕榈油。

运。
“从广州口岸进口的食用棕榈油不仅向全省供给，更辐射整个
据悉，这是我国首次在大批量进口食用棕榈油中检出总砷超标。
近两年随着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和出国旅游者增多，国内消费者采购

华南地区。”检验检疫部门有关负责人忧心地说，此次检出含量超标
的砷，被美国环境保护署（USEPA）定为五大有毒元素之一。

进口食用油的数量日益加大。来自权威部门数据显示，食用植物油是
我国进口大宗食品，尤其是棕榈油进口的依存度高达 100%。

据专家称，该有害物质侵入人体后，有强蓄积性，累积一定量后
不仅可以引起人体肝、肾功能损害，破坏神经、血液及免疫系统，甚

调查

问题棕榈油来自印尼

4 月 18 日中午 1 时，装载着 1.2 万吨总砷超标的进口印度尼西

至诱发肿瘤癌。
监管

一滴都不能留在国内

亚食用棕榈油的“GLOBAL MARS”号，驶离广州新沙港。这只是
总计 4.9 万吨总砷超标的印尼食用棕榈油中退运的第一船。

记者获悉，广州检验检疫局在发现上述巨量进口食用油总砷超标
后，鉴于涉及的货物量较大，且超标项目较为罕见重要，广州检验检

“这是我们首次在大批量进口食用棕榈油中检出总砷超标。”广
州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去年底至今年 1 月底，该部门
执法人员在广州新沙港口岸对 4 艘船装载的 10 批次、共计 4.9 万吨

疫局新沙办事处委托广州检验检疫局、广东检验检疫局及中国检科院
综合检测中心 3 个实验室反复进行结果比对，所有实验检测数据皆
显示 4.9 万吨食用棕榈油确实总砷超过《食用植物油卫生标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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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2716-2005）（总砷≤0.10mg/kg）规定的近 50%。
据悉，初步判定这些食用棕榈油总砷超标后，广州检验检疫局立
即上报其主管单位广东检验检疫局，并在省局部署下立即对卸入港区
储油罐的全部问题油品进行封存，强化罐区监控措施。
据介绍，在确认食用棕榈油总砷超标后，国家质检总局于 3 月
23 日向全国各口岸发出风险警示通报，暂停两家上述境外生产企业
生产的棕榈油进口报检，并要求全国各口岸加强对进口印度尼西亚棕

题油品的岸罐进行清洗。
纵深

洋食品问题检出率连年增长

近年来部分消费者对进口食品质量信赖有加，但实际上洋食品质
量问题频频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性挑战。
记者从国家质检总局有关负责人获悉，到 2020 年要基本实现进
出口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构建适应共治要求的进
出口食品安全的治理体系。

榈油的检验把关，加强对企业提供的砷含量合格证明的符合性检查，
提高抽查比例。

洋食品问题检出率多年来持续增长。上述负责人日前在一场国际
食品安全论坛上指出，从 2011 到 2015 年的不合格进口食品批次基

随后，检验检疫部门要求进口商对 4.9 万吨进口问题食用棕榈油
作出退运处理。
值得一提的是，在退运过程中，由于问题油品要从岸罐重新装载
上船舱，容易出现部分油品遗留等情况，广州检验检疫局还特别制定
退运监督方案，“不能让一滴问题油品留在国内。”

本处在增长阶段，这与检验检疫部门严格的把关是有密切关系的。
“不
合格食品几乎涵盖了所有进口食品种类，其中糕点、饼干，还有乳制
品刚好占到一半。不合格食品来自于 109 个国家地区，涵盖面非常
大，主要的来源国家和地区是欧盟、东盟和美国”。
据资料显示，从 2011 年开始，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

广州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首先对整个装运过程进

食品农产品进口国。从 2011 年到 2015 年，中国检验检疫局检验了

行了风险评估，针对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跑、冒、滴、漏风险点制定对

进口食品 479.1 万批，1.6 亿吨，货值 2000 多亿美元，目前仍呈持

应措施，通过靠港船舱计重、岸罐和管线施封、货物装毕后的船舱检

续快速增长的趋势。其中，乳制品、植物油、肉类等占到所有进口食

验、岸罐计重等确保问题油品如数退运出境。同时在装载过程中实施

品的七成。进口植物油的占比在 2011 年比较高，大概占到 45.7%，

全程监管，每 4 小时巡视一次，退运出境后，监督企业对存储过问

到 2015 年下降到 30%。进口乳制品持续快速增长，年均进口量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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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到 2015 年突破了 100 万吨，占到国内供应量近两成，主要

外体系的审查制度，对于审查的这些体系，只有体系合格的国家，它

来源于新西兰、欧盟和美国。

的产品才能出口。同时，设置了境外的企业注册管理制度，设置了境

广州检验检疫局则透露，以进口食用油为例，2015 年该局辖区
共检验进口食用植物油 822 批，同比增长 2.75%，重 140.06 万吨，
货值 9.34 亿美元。其中共检出不合格 79 批次，主要问题为溶剂残
留量超标和中文标签不符合国家标准规定。
据介绍，为避免大宗进口食用植物油出现重金属污染等安全卫生
问题，广州检验检疫机构采取了多种措施严加防控，包括：严格审核

外出口商和境内进口商备案的管理，进口食品到达中国口岸之前，已
经对其采取了系列管理措施，而不仅仅依靠在口岸的监督检查。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选购进口食品时可尽量到正规大型商场购买，
并要求商场出示检验检疫部门出具的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确保产
品质量安全。

原文链接：http://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16-04/20/content_7538174.htm

进口食用植物油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证明文件，要求进口散

时间：2016-04-20

来源：南方日报

装油脂需提供运输工具前三航次装载货物名单；积极指导进口商对境
外食用植物油生产企业进行自主检查评估，保证其输华产品符合我国

n 婴幼儿奶粉配方注册制最快明年5月实施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对境外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食用植物油 1 年内 3
次被检验检疫机构检出安全卫生项目不合格的，要求进口商对境外生

4 月 13 日晚，财政部关税司称，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在中

产企业进行自主检查，指导其供应商进行技术整改，消除风险隐患，

国销售的婴幼儿配方乳粉，包括通过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的婴幼儿

符合我国要求后方可继续受理其产品进口报检。

配方乳粉，必须依法获得产品配方注册证书。一位接近食药监总局的
人士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食药监对配方注册制的实施最早在

据国家质检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称，依照进口食品安全“十三五”
规划，到 2020 年要基本实现进出口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明年 5、6 月份。
被称为最严奶粉新政的配方注册制，从去年征求意见稿首次发布，

现代化，构建适应共治要求的进出口食品安全的治理体系。该体系中，
就被业界炒得沸沸扬扬，但细节一直未出。
将涵盖进口前、进口时以及进口后三个环节。进口前，主要设置了境
近日，财政部发布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又引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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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市场对于奶粉配方注册制度的再度关注。
4 月 13 日晚，财政部关税司发布《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

配方。”
国家食药监总局此前公布《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征求

清单》有关商品备注的说明称，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在中国销售

意见稿中也提出，今后每家乳企不得拥有多于 3 个系列 9 种配方的

的婴幼儿配方乳粉，包括通过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的婴幼儿配方乳

产品。

粉，必须依法获得产品配方注册证书。
一位接近食药监总局的人士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财政部
为了保证跨境购税收征缴的及时，针对婴幼儿配方奶粉这块，给予了
食药监一个最宽泛的时间。但实际上，食药监对配方注册制的实施，
要比财政部公布的 2018 年 1 月 1 日的时间要早一些。
上述人士表示，《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今年
很快就要出台，会给企业一年左右的调整期。最早明年 5、6 月份开
始实施，将比财政部的要求早半年。
婴幼儿奶粉市场洗牌在即
去年 9 月，备受关注的《婴幼儿配方乳粉配方注册管理办法（试

对于“每家乳企究竟可保留多少配方及品牌”这个问题，上述接
近食药监总局人士对记者表示，“3 个系列 9 个配方，这是板上钉钉
的事情了。”
该人士表示，《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最近就
会发布，会给企业一年左右的调整期。“另外，对海外企业要践行重
新认证，认证完后还要进行配方注册，时间也是一年。”他说。
这也意味着中国婴幼儿奶粉市场将遭遇洗牌。据奶粉行业内部人
士预计，目前国内奶粉市场（包括国产、海关进口以及跨境电商进口）
的品牌数量在 2000~ 3000 个。
根据市场调研机构 AC 尼尔森的不完全统计数据，惠氏、达能、

行）》
（征求意见稿）正式公开征求意见，规定一个产品配方只能生产

美赞臣、伊利、合生元、飞鹤等前 10 名厂商市场份额约为 73%,几

一种产品、每个企业不得超过 5 个系列 15 种产品配方。

乎满足了中国奶粉市场四分之三的配方奶粉需求，剩余部分市场则为

今年初，中国监管当局又向 WTO 提交了《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

众多的中小品牌奶粉企业所分割。

配方注册管理办法（送审稿）》，送审稿的提交意味着奶粉配方注册制

乳业分析专家宋亮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说，经过配方注

度将从国产品牌扩大到进口奶粉领域。据媒体报道，在颇受关注的乳

册制以后，预计国内品牌将减至 500 到 700 个。生产商和渠道商地

粉配方数量上，送审稿规定，
“每个企业不得超过 3 个系列 9 种产品

位发生重大改变，生产商的话语权会进一步提升。并且，一些中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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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商中的小门店将被淘汰出局。未来市场竞争趋于良性，价格平稳与
国际接轨。
乳业专家王丁棉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目前进入中国婴幼
儿奶粉市场的企业，有 100 多家，如果实施配方注册之后，能有 60~70
家就不错了。“有些国内的企业，一家做婴幼儿奶粉的品牌就能到

德运迈高乳业集团执行总经理 Albert Moncau 告诉《每日经济新
闻》记者，对于中国政府有关确保进入中国市场的产品拥有公平合理
税收的改革表示支持。此外，对于中国配方注册制的要求，他表示，
目前正在积极筹划以适应政策的变化。
在宋亮看来，跨境电商税收新政对于进入线下市场的国外品牌是

20~30 个，将来规定实施同一配方不能做多个品牌后，就把许多品

重大利好。“未来跨境购奶粉热度会下降，未来与线下品牌会更加同

牌堵死了。”他说。

质化，价格明显缩小。”

未来跨境购奶粉热度会下降
王丁棉表示，配方注册制正式实施之前，中间的缓冲期对企业非
常重要。企业的投资计划、转型等都会在这个时间内进行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达能旗下在中国畅销的奶粉品牌可瑞康突
然宣布退出中国市场，可瑞康母公司纽迪希亚方面回应称，这是一次
正常的商业策略调整。
对此，宋亮认为，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的配方注册制度即将来临，
外资和国产奶粉将一视同仁，对于企业的配方和产品数量提出了严格

对于海外企业的配方注册证书的获取，上述接近食药监总局人士
表示，食药监总局配方注册制出台以后，食药监会召所在国的相关政
府部门，把配方注册制的相关意见，发给相关部门，食药监会派海外
企业进行认证，认证完毕后，然后会召所在国的相关部门，对其所在
国的企业的配方进行注册。
“凡是注册了的产品品牌，就会登记备案，进口的品牌就会包
括这些品牌。凡是没有注册的，就不允许进口，无论是线下进口，还
是未来跨境购进口都不可以。”他说。

把控，达能此次选择放手可瑞康，也是为了在品牌数量有着严格要求

专家观点

的情况下，尽可能保留销量好的品牌，摒弃销量下滑的可瑞康。

乳业分析专家宋亮：经过配方注册制以后，预计国内品牌将减至

在有国外品牌退出中国市场的同时，亦有国外新的品牌进入中国
市场。4 月 15 日，澳大利亚乳制品生产巨头德运迈高在北京举办新
品上市会，宣布德运婴幼儿配方奶粉在中澳两国同步上市。

500 到 700 个。未来市场竞争趋于良性，价格平稳与国际接轨。
乳业专家王丁棉：配方注册制正式实施之前，中间的缓冲期对企
业非常重要。企业的投资计划、转型等都会在这个时间内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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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6-04-18/998703.html
时间：2016-04-18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的地下水。
据新华社报道，水利部方面也称，目前正在编制《全国水资源保
护规划》，4748 个城镇饮用水源地中，有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 1817

n 三部门数据打架，中国地下水污染到底多严重？
4 月初，一则“我国地下水八成不能饮用”的消息引发强烈关注。
此后水利部专门对此进行“辟谣”，称报道中说的水是浅层地下水，
而如今的地下饮用水水源大多都是深层的。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的地下水饮用水水源质量到底怎样呢？梳理
水利部、环保部以及国土资源部三方公布的数据，我们发现，前两者

个，水质达标率为 85%。
环保部：地下饮用水水源地 87%达标
地下水只是我国饮用水水源的一部分。环保部公布的 2015 年上
半年全国环境质量状况现实，我国地下饮用水水源地中 87.1%达标。
到底哪些监测点水质没达标，环保部并没有同时公布。
国土部：监测点六成为差水

的数据接近，即约八成水质达标。但国土资源的数据显示，过去五年，
除了水利部，国土资源部每年也会在《国土资源公报》中公布地
监测点水质大约六成是差水。
下水监测状况。据《南方周末》报道，国土资源部的监测点与水利部
水利部： “八成地下水不能饮用”是误解

的监测点并不重合。水利部的监测点多为浅层地下水，而国土资源部

4 月 5 日，水利部公布《地下水动态月报》（2016 年 1 月），报

的监测点多为深层地下水。

告中 “地下水水质”一项显示，Ⅳ到Ⅴ类水占 80%左右。有媒体将
此解读为“我国地下水八成不能饮用”。

根据《地下水质量标准》，将水质从好到差分为：优良、良好、
较好、较差和极差。

对于媒体的报道，水利部纠正说，月报里的地下水数据是浅层水

梳理国土部的监测结果我们发现，从 2011 年至 2015 年，监测

源地下水监测数据，不是饮用水水源，目前地下水饮用水源主要是取

点中较差水和极差水相加的比例，从 55%上升到 61%左右，好水（优

自深层地下水，而且数据只是监测点的水质，不能说是“全国 80%”

良、良好、较好）总体比例未见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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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结果，和环保部的统计，似乎并不能相互印证。同样，
《国

农业部近期颁布的《巴氏杀菌乳和 UHT 灭菌乳中复原乳的鉴定》
再次剑指复原乳乱象，并希望建立优质乳工程提升民族奶业竞争力。

土资源公报》中没有指出哪些监测点的水是差水。
总体来看，地下水水质综合变化趋势以稳定为主，从 2011 年到

由农业部制定的《巴氏杀菌乳和 UHT 灭菌乳中复原乳的鉴定》
于今年 4 月正式实施，却意外将复原乳问题再次推向了风口浪尖。

2015 年呈变差趋势的监测点比例增加大约 4%。
2015 年的监测显示，不达标的监测点中，主要超标组分为总硬
度、溶解性总固体、铁、锰、
“三氮”
（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和铵氮）、
氟化物、硫酸盐等，个别监测点水质存在砷、铅、六价铬、镉等重（类）

事实上，我国早在 2005 年就曾发文限制复原乳在巴氏奶中使用，并
要求部分产品明确标注复原乳使用比例，但十年过去了，这一标准由
于监管难度大、消费者误解等因素，已形同空文。
复原乳背后，是进口大包粉对国内乳业的冲击。据业内估算，进

金属超标现象。

原文链接：http://www.bjnews.com.cn/graphic/2016/04/28/401739.html

口大包粉到岸价格仅为国内鲜奶价格的一半，受利益驱动，约有 30%
大包粉被加工成复原乳添加至液态奶却不标注，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知

时间：2016-04-29

来源：新京网报

n 谜一样的“复原乳”：监管十年 标注仍形同虚设
早在 2005 年，国务院就曾要求部分液态奶产品对其中复原乳使
用情况进行包装明示，但十年过去了，该规定几乎成为一纸空文，市
场上复原乳使用量一直成谜，就连进口巴氏奶也被发现违规添加复原
乳。

情权，且对国内上游养殖企业造成冲击，成为“杀牛倒奶”现象背后
的隐形推手。
在此背景下，业内将我国乳业的转型出路寄托于优质乳工程。而
据专家介绍，新的复原乳鉴定标准正是“优质乳工程的宣言书”。
国内市场

“复原乳”标注变一纸空文

复原乳又称还原奶，是指把牛奶干燥成乳粉后，再添加一定的水
据业内估算，目前近三成大包粉被添加到了液态奶中但未标明，

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知情权，其使用量的增多也被专家认为是“杀牛倒

或牛奶制成的乳液。
据参与此次鉴定标准制定的专家组介绍，由于生鲜乳、巴氏杀菌

奶”背后的隐形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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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超高温（UHT）灭菌乳在生产过程中糠氨酸和乳果糖变化的规

主任李松励及其团队曾在 2013-2015 年对我国 15 个省份的生鲜乳进

律显着不同，因此修订后的标准可以据此准确鉴定复原乳。

行风险评估，结果发现进口奶的情况更不乐观。

事实上，国务院早在 2005 年就发布了《关于复原乳标识标注有

李松励提供给新京报记者的评估结果显示，112 批次国产 UHT

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提出巴氏杀菌乳中不允许添加复原乳，鼓励使

灭菌奶中糠氨酸的平均值为 196.1 mg/100g 蛋白质，46 批次进口

用生鲜乳。凡是在酸牛乳、灭菌乳中使用乳粉的商品必须在包装上标

UHT 灭菌奶中糠氨酸的平均值为 227.0 mg/100g 蛋白质，显着高于

注“复原乳”字样及使用比例。然而十年过去，该规定几乎成为一纸

国产品牌（P

空文。

在这 46 批次进口 UHT灭菌奶中，81.8%属于正常 UHT灭菌奶，

据王丁棉测算，2015 年我国生产成品液态奶 2850 万吨，但生

18.2%属于过热加工。值得关注的是，4 批次标称巴氏杀菌奶的进口

鲜奶产量却远低于此，至少有 500 万吨液态奶是由奶粉还原而成，

品牌中，1 批次为非巴氏杀菌奶但使用了巴氏杀菌乳的外包装，而另

折合成奶粉将近 60 万吨。去年我国生产及进口大包粉共计 207 万吨，

1 个批次则被检出添加了复原乳，违反我国巴氏奶中不得添加复原乳

由此计算，大包粉中约有 30%添加到了成品液态奶，另有 10%左右

的规定。

添加到了饼干、冰激凌等产品中。
谈及 2005 年复原乳标注规定的失败，乳业专家王丁棉对新京报
记者表示，复原乳旧有标准对糠氨酸限定过低，无法准确判断产品中
是否使用了还原奶。他曾带监管部门对牧场现挤牛奶进行检测，结果
按照标准，生牛乳中竟然也“含有复原乳”。
进口市场

进口巴氏奶也加复原乳

影响

国内养殖业受复原乳冲击大

与十年前因奶源紧缺使用复原乳不同，如今乳企使用大包粉更基
于降低成本考虑。数据显示，2015 年 1-11 月，我国进口大包奶粉
66 万吨，约合 528 万吨生鲜乳，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15%。与此同时，
进口大包粉到岸价格长时间保持在 1.5 万-2.5 万元/吨，而国内乳品
企业用生鲜乳生产奶粉成本在 3.3 万-3.5 万元/吨，价格相差近一倍。

国内液态奶如此，近几年强势攻占我国市场的进口巴氏奶、常温

全国政协委员杜宇新曾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出，在价格倒挂的

奶也未能幸免。农业部奶及奶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副

情况下，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乳品企业纷纷选择使用进口奶粉复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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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限收拒收生鲜乳，阻碍了奶牛养殖业和乳品加工业的健康发
展。“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近两年每个乳企的业绩都在增长，乳产品

企业在竞争中发展”。
■ 小贴士

复原乳总体不如巴氏乳营养

快速增长，但收奶量反而没有增长。”一家上游乳企负责人对新京报
记者表示，复原乳的使用导致上游养殖企业出现卖奶难，“由于会造
成污染，规模牧场奶量大无处倒奶，只能每天喷粉，并且加大奶牛的
淘汰力度，其实也等同杀牛倒奶。”
一位乳企奶粉事业部负责人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
全球原奶都面临产能过剩局面，国内企业喷成大包粉的成本在每吨 3
万多元，而进口大包粉到岸价约为 2 万元/吨左右，迫于销售压力和
降低库存，国内乳企也只能亏本销售。
受此影响，包括现代牧业、圣牧高科等在上游养殖环节较有优势
的乳企纷纷转战下游市场，推出自有成品液态奶品牌，也使得零售市
场竞争更加激烈。在成本处于竞争劣势的情况下，业内开始着手推进
优质乳工程。

事实上，2005 年复原乳标志规定更多地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知情
权，并未提及复原乳营养方面的问题。但近几年，围绕复原乳的最大
争议就在于其营养价值是否与巴氏奶、UHT 灭菌乳存在较大差异。
农业部奶及奶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副主任李松励
告诉新京报记者，复原乳中脂肪、蛋白、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
质和水等六大传统营养要素的含量与 UHT 灭菌乳比，有些有变化但
不显着，但其生物活性物质损失严重。
李松励称，现已证实乳中含有免疫蛋白、活性酶及活性肽等生物
活性物质，但对热比较敏感。如奶中大量存在的β-乳球蛋白在复原
乳中功能已完全丧失；奶中的免疫蛋白在复原乳中已检测不到，而这
些物质对人体生长发育、提高免疫力等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复原
乳在营养价值方面总体不如巴氏奶。

“《巴氏杀菌乳和 UHT 灭菌乳中复原乳的鉴定》就是优质乳工
程的宣言书。当糠氨酸≤12 时是优质巴氏杀菌乳，≤190 时是优质
UHT 灭菌乳。”李松励告诉新京报记者，美国早在 1924 年就颁布“优
质乳条例”（PMO），使得美国的优质乳（A 级）比例达到了 98%以
上；欧盟、新澳地区优质乳比例几乎达到 100%，“优质乳能够帮助

全国政协委员杜宇新还指出，进口大包粉经过境外加工、储存运
输、报关等程序到国内再生产，保质期大大缩减。复原后生产乳制品
重新标注分装日期，使即将过期的大包粉“重获新生”。

原文链接：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6-04/26/content_632512.htm
时间：2016-04-26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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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风云
n 马来西亚输美水产品兽药超标问题严重

残留物污染着实令人吃惊。但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样的残留物竟然不
违反美国有关食物中所能残留农药的法律法规。”

美国食品药品局（FDA）4 月 18 日公告，因马来西亚出口美国
虾、小龙虾类水产品中硝基呋喃、氯霉素类兽药残留超标，相关产品
到达美国口岸后一律实施自动扣留（DWPE）（IA16-136）。据 FDA
监测数据，从 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FDA 共检测
马来西亚出口虾、小龙虾 138 个样品，其中 45 个样品兽药残留超标，

根据 EWG 的研究，草莓中检测到的一些化学物质与癌症、生殖
和发育损伤、激素紊乱以及神经问题有关。草莓原本是季节性作物，
但是随着农药的大量使用，其产量大增，已经不局限于其种植季节。
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最大的草莓产地。仅在 2014 年，该州就收
获了 23 亿磅（约合 10 亿公斤）草莓。根据 EWG 的报告，加州每

不合格比例达 32%。

原文链接：http://www.aqsiq.gov.cn/xxgk_13386/ywxx/spjhzp/201604/t20160422_464856.htm
时间：2016-04-25

来源：国家质检总局

英亩地（约合 0.4 公顷）要使用 300 磅（约合 136 公斤）农药，其
中超过 60 磅（约合 27 公斤）是传统的化学物质，可能会残留在收
获后的农作物上。EGW 自 2004 年以来，每年都会发布“十二大污

n 美国农药残留最严重农产名单出炉 草莓居首位
草莓是最受大众喜爱的水果之一，不过其污染程度似乎却鲜为人

染果蔬”名单，去年草莓还排在第四位。在过去五年里，名列榜首的
都是苹果。在 2016 年的这份名单里，上榜的有草莓、苹果、油桃、
蜜桃、芹菜、葡萄、樱桃、菠菜、西红柿、甜椒、圣女果和黄瓜。伦

知。据美国媒体 4 月 12 日报道，根据美国一环保组织公布的最新报
德尔说：“水果和蔬菜对你的健康而言很重要。如果你不希望在食物
告，草莓是农药残留最严重的农产品。美国非营利环保组织“环境工
作组”（EWG）称，联邦官员在大约 98%的“传统”草莓样品中检
测出农药残留。更糟糕的是，40%的草莓受污染程度非常严重。EWG
高级分析师索尼娅

伦德尔说：“看到草莓受到那么严重的有害农药

中吃到农药，那么对于上榜的这些蔬果，我们建议你去买有机的。”

原文链接：http://world.chinadaily.com.cn/2016-04/13/content_24512022.htm
时间：2016-04-14

来源：中国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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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欧盟食品安全局拟全面审查乐果农药残留问题

相关代谢物的残留检测可能会改变这个评估结果。风险评估筛查显示，
对于许多作物（例如青葱、食用橄榄、茴香、土豆、瓜类作物、橙子、

考虑到欧盟部分国家以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允许乐果在蔬菜，水
果（包括樱桃）中使用，法国政府近日要求欧盟对此采取紧急措施，
评估乐果的农药残留问题。欧盟食品安全局将综合目前欧盟的农药残
留限量标准（MRLs）以及乐果相关代谢产物特别是氧化乐果的残留
信息，对乐果进行一个初步的长期风险评估。此外，对于樱桃以及法

工业用橄榄、樱桃、西瓜、菠萝等），当前法律规定的农药残留限量
标准可能不能十分有效的保护消费者。未来施用在这些作物上的农药
将被要求更加详细的风险评估，法国的农药监测程序发现乐果的农残
超标率要高于其他欧盟食品安全局所确认的农药。这些发现的原因目
前还不非常清楚，可能的原因有：

国政府提到的其他作物（例如：芦笋、菊苣、结球甘蓝、球芽甘蓝、
胡萝卜、芜菁、洋葱、大蒜、青葱、芹菜、块根芹、草药、甜菜、橄
榄等），欧盟食品安全局将进行一项初步的紧急风险评估。
根据目前关于乐果残留十分有限的信息来源，欧盟食品安全局总

种植者没有按照良好农业规范（GAPs）使用含有乐果的农药；
当前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设置过低，因此种植者如果按照 GAPs
使用这种农药，产品中的残留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标准。

结认为，使用乐果以及乐果相关的植保产品不能排除对消费者可能产

为了了解农残超标率上升的原因，国家主管机关应该跟进后续行

生的长期潜在的健康风险。欧盟现在还无法统计乐果实际使用中出现

动，调查种植者使用该种类农药的情况。如果滥用乐果的现象可以被

的额外代谢产物对暴露剂量的影响，但是考虑到每日允许的摄入量其

排除，那么这些发现预示着，对于一些特定的作物，欧盟当前对于乐

安全范围非常狭窄，这些计算结果恐怕不能作为乐果及其相关代谢产

果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设定是不适当的。

物不会对消费者产生长期安全风险的证据。由于无法获得详细的数据，
并且考虑到该残留问题可能会导致急性风险，目前欧盟食品安全局还
无法给出最终的结论。
基于目前的风险评估筛查和农药监测数据的分析，还没有证据表
明，作物中的乐果和氧化乐果的残留会对消费者产生风险。但是乐果

欧盟食品安全局总结认为，对于现有欧盟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设
定进行全面审查是必要的。该审查将在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条例（EC）
No 396/2005 的第 12 条法案下进行。同时对于这次审查，以下的信
息将是必须的：
那些需要进行急性和慢性健康风险评估的代谢物的毒理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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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于乐果对于人体的急慢性健康风险，使用乐果产生的代谢
产物的毒性（比如毒性当量因子（TEFs））及其潜在的风险；
在欧盟授权使用的该种类农药的详细列表；
对于进口自第三世界国家，使用乐果和氧化乐果的作物 GAPs；

无论现有的证据是否需要其它直接的措施来评估乐果残留（包括
代谢物）对消费者可能产生的健康风险，欧盟食品安全局都需要作出
正确的风险管理决策。

原文链接：http://cn.agropages.com/News/NewsDetail---11673.htm
时间：2016-04-25

世界农化网

规范残留试验，检测处理包含乐果的农药产品后，作物乐果相关
的母体化合物以及氧化乐果的最高残留浓度；
加工过程研究，从加工产品中乐果母体化合物以及相关代谢产物

n 日本屡次发生违反食品卫生法的进口食品已被
消费情况

的含量推算出允许的乐果残留浓度；
动物饲喂试验研究，从肉制品中乐果和氧化乐果的含量推算出允
许的乐果的残留浓度。

4 月 22 日，日本厚生劳动省称，由于进口生鲜食品等允许流通
之后再进行抽检，检疫所的农药残留等检测结果出来之前，已被流通
和消费情况屡次发生。

其中一些需要的信息，特别是相关代谢物的毒理学数据，可能在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条例（EC） No 1107/2009 批准下的更新中，已
经将补充材料提交到了参考成员国（RMS）。欧盟食品安全局应该联
系 RMS，验证这些需要的信息是否已经在更新的材料中。毒理学数
据是开展 MRL 全面审查所必须的，包括决定农药残留的允许范围以
及毒性当量因子 TEFs。在对农残的标准达成一致后，还需要对剩下

2003 年～2014 年之间发生了 290 件类似事件，其中 134 件已
全部消费，140 件已全部销售，剩余 16 件一部分被销售。目前还没
有健康危害相关报告。

原文链接：http://www.asahi.com/articles/ASJ4R2J2DJ4RUBQU009.html
时间：2016-04-26

食品伙伴网

的数据（例如在注册的覆盖所有残留组分的 GAP 条件下，对作物进
行规范残留试验）进行详细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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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加拿大出现疑似由冷冻水果引发的甲肝疫情

有些可能会长达数个月。感染 A 型肝炎的机会，通常是从食物及食
水而来，或接触感染 A 型肝炎者的粪便。如果有接受注射 A 型肝炎

据加拿大食品检验署（CFIA）消息，4 月 15 日加拿大食品检验
署发布通告称，Nature's Touch 公司宣布召回一款冷冻混合水果，因
为产品可能含有甲肝病毒，并导致多人感染。
受召回产品在安大略省、魁北克省、新不伦瑞克省、斯高沙省、
纽芬兰省、拉布拉多省的好市多超市有售，品牌为“Nature's Touch”，

预防针，可以防止感染 A 型肝炎。
加公共卫生局指出，甲型肝炎病毒可造成肝脏炎症，患者出现各
种症状，包括：发热、食欲不佳、恶心、呕吐、腹泻、肌肉酸痛与皮
肤黄疸。

原文链接：http://news.foodmate.net/2016/04/375135.html

产品为冷冻有机莓子樱桃“Organic Berry Cherry Blend”。

时间：2016-04-20

食品伙伴网

受影响产品规格为 1.5 公斤包装，最佳食用日期至 2018 年 3 月
16 日，条形码（UPC）为 8 73668 00179 1。
加拿大食品检验署提醒购买该产品的消费者将其丢弃，或退回购
买的商店。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PHAC）指出，曾经有人食用该批急冻包装
浆果莓之后感染甲肝。
据悉，有 12 例甲型肝炎病例与该款产品有关，9 例在安省，2
例在魁省，1 例在纽芬兰省。
加公共卫生局表示 A 型肝炎对全国整体风险仍然不算高。A 型
肝炎是肝脏炎症，病情可轻可重。发病周期由数天至数星期，当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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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标准
n 澳新发布农兽药残留新规定

n 欧盟新《海关法典》5月1日起执行

2016 年 4 月 21 日，澳新食品标准局发布 G/SPS/N/AUS/385 号

4 月 15 日消息，欧盟新版《海关法典》将于今年 5 月 1 日起实施。

通报，主要内容是对农兽药的最大残留限量值（MRL）做出规定，该

据悉，新《法典》将简化海关程序，提供更加清晰的规则确保公平待

通报评议期为 60 日，拟于 6 个月后生效。具体内容为：

遇，确立共同数据要求以确保数据无缝交换，提高风险管理，打击非

1. 对除动物产品之外的所有其他食品的农药残留的 MRL 做出规
定，该规定涵盖澳新食品标准法典附表 20 内的所有农兽药。

法物品贸易、恐怖主义和其他犯罪行为。

原文链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m/201604/20160401299871.shtml
时间：2016-04-22

2. 对在澳大利亚境内销售的零容忍和低水平限量的农兽药残留
进行更为严格的要求。

n 美国修订氟啶胺的最大残留限量

3. 要求所有涉及规定的农兽残的 MRL 采取规定的检测方法，其
实验原理源于最早列入该规范的 21 中化学药品采取的检测方法，其
MRL 值的风险评估和膳食暴露评估结果密切相关。
4. 该法规不适用于原始产品、生鲜农产品及其衍生产品，适用于
已上市并具有产品代码的产品。

原文链接：http://www.foodstandards.gov.au/code/changes/pages/documents-for-public-comment.aspx
时间：2016-04-25

来源：商务部

来源：澳新食品标准局

美国联邦公报消息，4 月 8 日美国环保署发布终期条例，修订蔬
菜中氟啶胺（Fluazinam）的残留限量要求。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生
效，征求意见截止 2016 年 6 月 7 日。
产品名称

最大残留限量（ppm)

卷心菜

3.0

山楂

2.0

多叶芸苔属蔬菜（组 5，卷心菜除外）

0.01

瓜类蔬菜（组 9）

0.07

块茎和球茎类蔬菜（亚组 1C）

0.02

原文链接：http://news.foodmate.net/2016/04/374305.html
时间：2016-04-14

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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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欧盟公布克菌丹等多种农药在某些产品中的最

n 欧盟修订氟啶虫酰胺等5种农药残留限量
2016 年 4 月 26 日，欧洲食品安全局对 2016/71 法规原文第 17

大残留限量值

页的附表进行修订，内容涉及氟啶虫酰胺、粉唑醇、抗蚜威、丙硫菌、
2016 年 4 月 22 日，欧盟发布 G/SPS/N/EU/142/Add.1 号通报，

伏虫隆 5 种农药残留限量，具体见下表：

通知 2015 年 7 月 9 日发布的 G/SPS/N/EU/142 通报已获批，2016
年 3 月 29 日委员会法规（EU） 2016/452 已对欧洲议会和理事会（EC）
No 396/2005 法规附件 II ，III 中有关克菌丹、丙环唑和螺环菌胺某些

产品名称
坚果类

残留限量（mg/kg）
氟啶虫酰胺

粉唑醇

抗蚜威

丙硫菌

伏虫隆

0.06

0.02

0.02

0.02

0.02

0.1（土豆

产品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进行修订。
而啶酰菌胺、噻虫胺、噻虫嗪、灭菌丹、甲基立枯磷的最大残留

根茎类蔬菜

0.03（土豆
0.09）

0.02，热带根

0.01（甜
菜根

0.05

0.06）

茎类蔬菜、芹 0.01（土
菜、菊芋、水 豆 0.05）
萝卜及其他

限量值（MRLS）草案已在 G/SPS/N/EU/142 通报中发出，并于 2016

0.01）

年 1 月 18 日以委员会法规 2016/156 的形式发布。
鳞茎类蔬菜

0.01（大蒜、洋 0.01（洋葱、
0.03

0.01

欧盟接到 1 份贸易伙伴对克菌丹的评议，为此对该物质还进行了

0.03（番茄、 0.01（番

一个后期投票，其 MRL 值于欧盟法规（EU） 2016/452 中发布。有

果菜（茄科） 茄子 0.5，甜 茄 0.6，

关丙环唑和螺环菌胺 MRLS 的草案源自 2015 年 9 月 25 日发布的
G/SPS/N/EU/136/Add.1 号通报，之后也在法规 2016/452 中发布。

椒 0.3）

甜椒 1）

0.5

0.01

原文链接：http://www.xmtbt-sps.gov.cn/detail.asp?id=51452
时间：2016-04-26

来源：厦门WTO工作站

青葱 0.05）

0.5

0.01

1

0.01

果菜（皮可食葫
芦科）

葫芦科）

0.01

1.5

0.5（小黄

果菜（皮不可食

该委员会法规于 2016 年 10 月 19 日生效。

葱 0.1）

0.4

0.01（瓜 0.01（瓜类 0.4，
类 0.2）

南瓜 1）

瓜 1.5）

0.01

0.01

果菜（甜玉米）

0.03

0.01

0.05

0.02

0.01

其他果菜

0.03

0.01

0.01

0.01

0.01

甘蓝类蔬菜

0.01（花类甘 0.01（花类甘 0.01（球

0.03（球芽甘
蓝 0.6）

--

蓝、头菜、中国 蓝 0.05，球芽 芽甘蓝
白菜 0.5，球芽 甘蓝 0.1，头菜 0.5，头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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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蓝 0.6）

叶菜类、草药、

0.03（草药、
食用花卉

食用花卉

0.06）

豆类

0.01（草
0.01

食用花卉

0.2）
0.01（草

0.15）
啤酒花

3

0.05

香料

0.1

0.05

药、食用

0.02）

0.02）

花卉

0.01

1.5，豆类不带

0.01

荚 0.7）

猪

0.03

0.01

0.2，芹菜 0.15， 0.01（韭菜
茴香、大黄 2，

0.06）

菌类、藻类、原
0.03

核生物

0.01

0.01

0.01

0.01

0.01（大豆
干豆

0.03

0.01

0.2

0.05，豌豆、

谷物

0.03

茶、咖啡、香草、
可可和角豆

米 1.5）

0.05

啡豆

草药 10）

0.05

可食内脏及其

0.05

他 0.5

可食内脏及其
0.01

0.01

0.01

0.05

0.02

0.01

0.05

0.01

0.05

蛋

0.04

0.01

0.01

0.01

0.05

蜂蜜及蜂产品

0.05

0.05

0.05

0.05

0.05

他 0.03，肾

动物、陆生无脊
椎动物、陆栖野
生脊椎动物

0.01

原文链接：http://www.aqsiq.gov.cn/xxgk_13386/ywxx/spjhzp/201604/t20160428_465465.htm

0.05（咖 0.05（花、叶、
0.1

肉和脂肪
0.01，肝、肾、

奶、两栖和爬行
0.2

0.04）

0.01

他 0.5

0.02

0.4）
0.01（大

0.05

肉、脂肪、肝、

籽 0.5， 花籽、琉璃苣籽 0.2，亚麻荠籽
0.1）

可食内脏及其

肝 0.3

油菜籽、 罂粟籽、油菜 罂粟籽、芥末

大豆

0.01，肝、肾、
0.05

他 0.01，

肉 0.03，脂肪 肪、肾、
牛、绵羊、山羊、
0.02，肝、肾、 可食内
马、其他养殖陆
可食内脏及其 脏及其
生动物
他 0.04
他 0.01，

家禽

亚麻荠 麻荠籽 0.05，葵 籽 0.15，大豆

0.05

肉、脂

生 0.15，0.02（亚麻籽、0.02（亚麻籽、

0.2）

可食内脏及其 脏及其

0.01

0.02（花

0.06（棉花籽 芥末籽、 籽、芥末籽、亚 籽 0.09，油菜

0.05

肝 0.1

扁豆 1）

油籽油果

0.05

肉和脂肪

0.02，肝、肾、 可食内

0.01

朝鲜蓟 5）

5）

肪、肾、

他 0.03

0.01（刺棘蓟
茎类蔬菜

0.05

肉、脂
肉和脂肪

0.01

0.05
0.05（种子香料

0.02）

0.01（豆类带荚

0.03（豌豆不
带荚 0.7）

0.01（草药、

药、食用
花卉

0.09）

0.05

0.05

时间：2016-05-04

来源：国家质检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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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通报
n 2016年3月美国FDA自动扣留我国食品情况（3月汇总）
预警编号 发布日期

地区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项目

16-129

2016-3-8

福建厦门

Xiamen Tongan Yuanshui Sea Products Co., Ltd.Xiangbei Branch

蛙腿

硝基呋喃

99-08

2016-3-4

山东烟台

Laiyang Ruifeng Food Co., Ltd.

甜辣椒

丙溴磷、螺螨酯、哒螨灵

99-08

2016-3-7

广东佛山

NANHAI YILI NATIVE PRODUCTS FACTORY

枸杞

炔螨特、毒死蜱等农药

99-08

2016-3-8

浙江宁波

Ningbo Liwah Pharmaceutical Co. Ltd.

人参

霜霉威

16-124

2016-3-4

广西北海 BEIHAI EVERGREEN AQUATIC PRODUCT SCI.&TECH. CO.,LTD. 罗非鱼

16-124

2016-3-8

99-05
99-08

海南

磺胺嘧啶

Hainan Ocean Twins Seafood Co.

蛙腿

恩诺沙星

2016-3-22 河北辛集

XINJI YULONG FRESHFOOD CO.,LTD

鸭梨

毒死蜱

2016-3-25 浙江黄岩

Hunanyan No.2 Canned Food Factory

橘子

多菌灵

HAINAN XINTAISHENG INDUSTRY CO., LTD.

罗非鱼

磺胺嘧啶

16-124 2016-3-25 海南定安

原文链接：http://news.foodmate.net/2016/04/374673.html
时间：2016-04-18

来源：食品伙伴网

n 2016年4月输日食品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情况（4月29日更新）
发布日期

品

名

4 月 18 日

新鲜可可豆

4 月 18 日

小粒花生

4 月 18 日
4 月 18 日

条文
第 11 条
第３項
第６条

第６条
第２号

生产国

不合格内容

委内瑞拉

检出 2,4-D 0.03 ppm

废弃、退货等 命令
（全量保管）检查

检出 黄曲霉毒素 21 μg/kg

废弃、退货等 命令

（B1:18.0 , B2:3.2)

（全量保管）检查

中国

第２号

其他的器具（聚碳酸 第 18 条
酯制）
第２項
炒花生

制造者

SHANDONG CANDLE
COMPANY LTD.

中国

JALLAL ABAD

伊朗

措施状況

备考

材质规格不合格（检出 蒸发残留物 废弃、退货等 自主
（庚烷） 48 μg/ml）
（全量保管）检查
检出 黄曲霉毒素 28 μg/kg
（B1:25.7 , B2:2.1)

废弃、退货等 命令
（全量保管）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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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8 日

小粒花生

第６条
第２号

中国

4 月 18 日

蔬菜调理制品：蜂蜜 第 11 条
HAN SUNG FOOD CO.,LTD.
腌渍
第２項

4 月 18 日

冷冻煮蟹：加热加工 第 11 条
用
第２項

4 月 18 日
4 月 18 日

冷冻养殖虾

SHAMPA ICE & COLD
STRAGE LTD.

第 11 条
第２項

韩国
孟加拉国
印度

无加热摄取冷冻食 第 11 条 BAC LIEU FISHERIES JOINT

越南

检出 黄曲霉毒素 36 μg/kg
（B1:32.8 , B2:2.7 )

废弃、退货等 命令
（全量保管）检查

使用基准不合格（检出 聚山梨酯类 废弃、退货等 自主
0.055 g/kg）
（全量保管）检查
成分规格不合格（细菌数
/g）

9.4×10⁶ 废弃、退货等 自主
（全量保管）检查

成分规格不合格（检出 呋喃唑酮 废弃、退货等 命令
0.001 ppm）
（全量保管）检查
成分规格不合格（细菌数

1.1×10⁵ 废弃、退货等 自主

品：黄秋葵

第２項

4 月 18 日

薏苡

第６条
第２号

4 月 18 日

干燥杏

第 11 条
第２項

B & R FARMS

美国

使用基准不合格（检出 亚硫酸钠（作 废弃、退货等 自主
为二氧化硫） 2.1 g/kg）
（全量保管）检查

4 月 18 日

粉末清凉饮料

第 11 条
第２項

MORINDA,INC.

美国

成分规格不合格（细菌数
/g）

4 月 18 日

苹果汁

第 11 条
第２項

GROVE FRUIT JUICE PTY
LTD

澳大利亚

4 月 18 日

大粒花生

4 月 18 日

大粒花生

4 月 18 日

STOCK COMPANY

泰国

第６条
第２号
第６条
第２号

野草加工品及香辛 第 11 条
ARICHA TRADING CO.,LTD.
料：茴香
第２項

中国
中国
印度

/g）

（全量保管）检查

检出 黄曲霉毒素 18 μg/kg
（B1:18.4)

废弃、退货等 命令
（全量保管）检查

4.1×10³ 废弃、退货等 自主
（全量保管）检查

成分规格不合格（检出 棒曲霉毒 ① 废弃、退货等 自主
②0.13 ppm）
（全量保管）检查
检出 黄曲霉毒素 55 μg/kg

废弃、退货等 命令

（B1:8.4 , G1:40.8 , G2:6.1 )

（全量保管）检查

检出 黄曲霉毒素 49 μg/kg
（B1:5.9 , G1:36.6 , G2:6.9 )

废弃、退货等 命令
（全量保管）检查

成分规格不合格（检出 丙溴磷 0.09 废弃、退货等 监控
ppm）（新鲜状态下换算的值） （全量保管）检查

第 11 条
第３項

委内瑞拉

检出 2,4-D 0.07 ppm

废弃、退货等 命令
（全量保管）检查

加热后摄取冷冻食品
第 11 条
4 月 18 日 （冷冻前未加热）：
SAOTA SEAFOOD FACTORY
第２項
虾

越南

成分规格不合格（大肠杆菌 阳性）

废弃、退货等 自主
（全量保管）检查

4 月 18 日

新鲜可可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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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后摄取冷冻食品
第 11 条
4 月 18 日 （冷冻前未加热）：
MINH PHU SEAFOOD CORP.
第２項
虾类
VINTAGE CONFECTIONS,

越南

成分规格不合格 （检出 恩诺沙星 废弃、退货等 命令
（全量保管）检查

0.02 ppm）

废弃、退货等 自主

美国

指定外添加物（检出 亮黑 BN）

VINTAGE CONFECTIONS,
INC.

美国

指定外添加物（检出 亮黑 BN）

第６条
第２号

BIORIGINAL FOOD &
SCIENCE CORP.,

加拿大

炒花生

第６条
第２号

HAMPTON FARMS

美国

检出 黄曲霉毒素 16 μg/kg
（B1:13.6 , B2:2.2 )

废弃、退货等 命令
（全量保管）检查

4 月 21 日

杏仁油

第６条
第２号

PROTECO GOLD PTY LTD.

澳大利亚

检出 黄曲霉毒素 28 μg/kg
（B1:20.1 , B2:3.4 , G1:4.2 )

废弃、退货等 命令
（全量保管）检查

4 月 21 日

调味料

CHUNGWOO FOOD CO.,LTD.

韩国

4 月 21 日

冷冻天然虾

4 月 18 日

糖果类

第 10 条

4 月 18 日

糖果类

第 10 条

4 月 18 日

亚麻籽

4 月 21 日

4 月 21 日
4 月 21 日

4 月 21 日

第 11 条
第２項
第 11 条
第２項

鱼肉馅制品：釜山关 第 11 条
东煮
第２項
芥末的调理制品

开心果油

INC.

第 11 条
第２項
第６条
第２号

检出 氰化物

废弃、退货等 自主
（全量保管）检查
废弃、退货等 自主
（全量保管）检查

19 mg/kg

使用基准不合格（检出 山梨酸

（全量保管）检查

0.02 废弃、退货等 监控

g/kg（原料辣椒酱中对象外使用）） （全量保管）检查

越南

制造、加工及调理基准不合格（放射 废弃、退货等 监控
线照射）
（全量保管）检查

SAM JIN FOOD CO.

韩国

成分规格不合格（大肠菌群 阳性）

CCK DIFFUSION

法国

使用基准不合格（检出 焦亚硫酸钾 废弃、退货等 自主
（作为二氧化硫） 0.036 g/kg） （全量保管）检查

J. LEBLANC ET FILS

法国
（开心果的
原产国：伊

检出 黄曲霉毒素 17 μg/kg
（B1:15.7 , B2:1.3 )

废弃、退货等 自主
（全量保管）检查

废弃、退货等 命令
（全量保管）检查

朗）
加热后摄取冷冻食品
第 11 条
4 月 21 日 （冷冻前未加热）：
第２項
蟹春卷
4 月 21 日

玉米

第６条

GN FOODS JOINT STOCK
COMPANY

越南

成分规格不合格（大肠杆菌 阳性）

美国

检出 黄曲霉毒素 14 μg/kg

废弃、退货等 自主
（全量保管）检查
废弃、退货等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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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号
第６条
第２号

老挝

昌黎县禄权水产有限责任公司
无加热摄取冷冻食 第 11 条
4 月 28 日
CHANGLI LUQUAN AQUATIC
品：扇贝
第２項
PRODUCTS CO., LTD

中国

4 月 28 日

4 月 28 日
4 月 28 日

薏苡

冷冻煮章鱼

第 11 条
第２項

腌渍菜：醋腌渍菜（腌 第 11 条

PT.DHARMA SAMUDERA
FISHING INDUSTRIES

（B1:14.2)

（全量保管）检查

检出 黄曲霉毒素 12 μg/kg
（B1:12.3)

废弃、退货等 命令
（全量保管）检查

成分规格不合格（细菌数
/g）

1.4×10⁵ 废弃、退货等 自主
（全量保管）检查

印度尼西亚 成分规格不合格（大肠菌群 阳性）
使用基准不合格（检出 山梨酸

废弃、退货等 监控
（全量保管）检查

0.57 废弃、退货等 自主

SONG HUONG

越南

HUNAN CHAQI CAIYE
CO.,LTD.

中国

指定外添加物(检出 甜蜜素 0.015 废弃、退货等 自主
g/kg)
（全量保管）检查

第６条
第２号

美国

检出 黄曲霉毒素 16 μg/kg （B1: 废弃、退货等 命令
13.7 , B2: 1.8 )
（全量保管）检查

4 月 28 日 食品添加物：醋酸钙

第 11 条 A. M FOOD CHEMICAL CO.,
第２項
LTD.

中国

成分规格不合格（纯度试验（液性） 废弃、退货等 自主
不合格）
（全量保管）检查

4 月 28 日

第 11 条
FROMAGERIE DU PLESSIS
第２項

法国

成分规格不合格（检出 李斯特菌 废弃、退货等 自主
11,000 /g）
（全量保管）检查

4 月 28 日
4 月 28 日

渍莲藕

第２項

腌渍菜：醋腌渍菜（藠
第 10 条
头
小粒落花生

天然奶酪；软

4 月 28 日

炒花生

4 月 28 日

新鲜可可豆

烟台大宸食品有限公司 YANTAI
第６条
DACHENG FOODSTUFF CO.,
第２号
LTD.

中国

第 11 条
第３項

加纳

（全量保管）检查

g/kg）

检出 黄曲霉毒素 104 μg/kg
（B1:27.5 , B2:5.6 , G1:57.8 ,
G2:12.8 )
检出 氰戊菊酯

0.02 ppm

废弃、退货等 命令
（全量保管）检查
废弃、退货等 命令
（全量保管）检查

原文链接：http://news.foodmate.net/2016/04/376757.html
时间：2016-04-29

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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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2016年4月中国出口韩国食品违反情况（5月3日更新）
发布日期 处理机构

2016.4.1

2016.4.4

2016.4.4

2016.4.6

2016.4.7

釜山厅（子
星台）

产品 产品名
韩语产品名（英语产品名）
类别
称
家具
容器 电烤箱
包装

전기오븐기기
ELECTRIC OVEN

制造商/出口公司
FOSHAN SANSHUI
DonGNAN ELECTRIC
APPLIANCE CO., LTD.

违反内容
搪瓷罐里的锑
超标.

标准

结果

/

/

加工 辣椒仔
고추씨분말
食品 粉末 CHILLI SEEDS POWDER

QINGDAO TIANHEFU
FOODS CO.,LTD

10.0 mg/kg 以
金属性异物超
下 ,大小在 2.0
标
mm 以下

25.2 mg/kg

京仁厅（平 加工 辣椒仔
고추씨분말
泽）
食品 粉末 PEPPER SEED POWDER

QINGDAO TIANHEFU
FOODS CO.,LTD

金属性异物超 10.0 mg/kg 以
标
下

12.5 mg/kg

京仁厅

京仁厅

京仁厅

家具
带盖玻
容器
璃杯
包装

家具
容器
包装

炒勺

슈가버블 드링크 머그
GLASS BOTTLE WITH
CAP

볶음스푼
BAMBOO SPOON

农林
京仁厅（平
2016.4.8
畜牧 干辣椒
泽）
水产

건고추
DRIED RED CHILLI

农林
京仁厅（平
2016.4.8
畜牧 干辣椒
泽）
水产

건고추
DRIED RED CHILLI

XUZHOU YOUCHENG
GLASS PRODUCTS
CO.,LTD.

SHAOWUSHI
YOUZEZHUYE
YOUXIANGONGSI

总溶出量超标

① 29mg/L
①过锰酸钾超
② 243mg/L(4%
标
① 10mg/L 以下
醋酸),
② 总溶出量超 ② 30mg/L 以下
12mg/L(水),
标
4mg/L（甲庚烷)

QINGDAO
YonGFANGYUAN FOODS 腐烂部分超标
CO.,LTD
QINGDAO SHUNYING
FOOD CO.,LTD

30mg/L 以下

13mg/L(4%醋
酸),
8mg/L(水),
331mg/L(甲庚
烷)

腐烂部分超标

3%以下

1

3%以下

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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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4.8

2016.4.8

大田厅

京仁厅

加工 冷冻苹
食品

果泥

细菌数和大肠
菌数不符合标
准

/

/

ABS-1,3-丁二
烯超标

1mg/kg 以下

3mg/kg

盐化物超标

:0.01N 盐酸对应
的含量应在
0.3ml 以下

/

QINGDAO NonGSHIM
FOODS CO.,LTD

检验发现含有
丙酸

0

0.2505 g/kg

탈지땅콩분말
DEFATED PEANUT
POWDER

QINGDAO ZHANGJIALOU
FOOD CO.,LTD

沙门氏菌 n(3)=
阳性,
n(1,2,4,5)=阴性

n=5, c=0,
m=0/25g

n(3)=阳性，
n(1,2,4,5)=阴性

알루미늄컵
ALUMINIUM CUP

BAIDE CRAFTWORK
PRESENT CO.,LTD

镍超标

0.1mg/L 以下

0.7mg/L(0.5%柠
檬酸溶液)

냉동사과퓨레
FROZEN APPLE
(BOILED & CRUSHED)

剥蒜器
家具
마늘박피기(다지기 겸용)
（兼备
GARLIC PLEELER &
容器
捣蒜功
CHOPPER
包装
能）

SINOCHEM QINGDAO
CO.,LTD

DonGGUAN DRAGON
INDUSTRIAL CO., LTD.

2016.4.11 京仁厅

碳酸氢
食品
钠
탄산수소나트륨
SHENHENG TRADE CO
添加
（小苏 SODIUM BICARBONATE
LTD
剂
打）

2016.4.15 釜山厅

虾提取 새우엑기스시즈닝 NM
加工
物调味
SHRIMP EXTRACT
食品
料（NM）
SEASonING(NM)

2016.4.15 京仁厅

加工 脱脂花
食品 生粉

家具
京仁厅（平
容器
2016.4.15
泽）
包装

铝杯

2016.4.22 京仁厅

加工
老冰棍
食品

로빙꿀
LAO BIN GUN

大肠菌：10/ml
大肠菌群和细
以下
大肠菌：870
FOODS DEVELOPMENT
菌数超标
细菌数：3000/ml 细菌数：30000
CO LTD
以下

2016.4.25 首尔厅

家具
容器 泡酒壶
包装

브루서버
BREW SEVER

ZHANGJIAGANG
TonGRUN MACHINERY
CO LTD

DonGGANG JINJIANG

金属制品中镍
0.1 mg/L 以下
超标

3.0 mg/L

原文链接：http://news.foodmate.net/2016/05/377057.html
时间：2016-05-03

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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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通报（2016年第14周）
日前，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发布了 2016 年第 14 周通报。本期通报共 57 项，其中针对中国输欧产品 2 项（不包括
对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通报），占通报总数的 4%。其中拒绝进口通报 1 项，信息通报 1 项。现将 RASFF 对华通报摘译如下：
表 1 欧盟 RASFF 对华拒绝进口通报
通报时间

通报国

通报产品

编号

通报原因

状态/采取措施

2016/4/6

波兰

塑料菜板

2016.AMY

物质迁移：总迁移量过高（36.2mg/dm²）

尚未投放市场/边境扣留并销毁

表 2 欧盟 RASFF 对华拒绝预警通报
通报时间

通报国

通报产品

编号

通报原因

状态/采取措施

2016/4/7

西班牙

糖酸粉

2016.0405

食品添加剂和调味品：日落黄 FCF 含量超标（mg/kg - ppm）

放行入境

原文链接：http://www.cacs.gov.cn/cacs/newcommon/details.aspx?articleId=136840
时间：2016-04-15

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n 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通报（2016年第15周）
日前，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发布了 2016 年第 14 周通报。共 50 项，其中，针对中国输欧产品 2 项（不包括对香港
地区和台湾地区的通报），占本期欧盟通报总数的 4%。其中，信息通报 1 项，预警通报 1 项。现将 RASFF 对华通报摘译如下：
表 1 欧盟 RASFF 对华拒绝进口通报
通报时间

通报国

通报产品

编号

通报原因

销售状态/采取措施

2016/4/12

德国

速冻树莓

2016.0437

致病微生物：诺瓦克病毒（基因组 II）

销售限于通报国/从接收方撤回

表 2 欧盟 RASFF 对华拒绝预警通报
通报时间

通报国

通报产品

编号

通报原因

销售状态/采取措施

2016/4/11

匈牙利

食品添加剂

2016.0430

成分：未经授权物质西地那非（146.3 mg/item）

在其他成员国销售；退出市场

原文链接：http://www.cacs.gov.cn/cacs/newcommon/details.aspx?navid=C07&articleId=136997
时间：2016-04-25

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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