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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会动态  

协会荣获“国家 5A 行业协会”荣誉称号 

经过协会上下的共同不懈努力，在 2021年度全省社会组织评级评估

工作中，协会荣获“国家 AAAAA行业协会”荣誉称号。 

 

 

据了解，“国家 AAAAA行业协会”是我国民政部门授予社会组织的最

高荣誉。根据江苏省民政厅 5月 7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的公告，有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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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全省性社会团体参加 2020年度江苏省社会组织等级评估，仅 19家社

会组织获得“AAAAA行业协会”殊荣。 

协会举办第一期“有害生物防制员”培训 

5月 14日，协会在秘书处所在地南京市江北新区新材料科技园举办

了第一期“有害生物防制员”培训班，近 40名各会员单位员工参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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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陈秋强理事长在开班仪式上讲话，他阐述了协会举办本次培训

的重要意义，并勉励全体学员认真学习，回去后能将所学知识运用到日

常工作中去。 

本次培训，协会邀请了江苏省和南京市疾控中心以及南京市白蚁防

治中心等单位 4名专家为参训人员授课。 

 

协会首项团体标准专家评审会在南京召开 

     2021年 6月 7日，协会在南京市召开二环己胺团体标准专家评审

会。特邀专家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谢婧婧，

江苏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标准研究所所长、高级工程师刘珏，江苏省化

工行业协会技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石化集团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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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信息部高级工程师梁诚，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化工产品

检验部部长、高级工程师王伟，南京金彰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高级工

程师薛小红出席了会议。  

 

协会理事长、高级经济师陈秋强，标准起草组组长、金城化学（江

苏）有限公司质量总监王文平，标准起草组成员、协会副秘书长、高级

工程师余国新，标准起草组成员、金城化学（江苏）有限公司检验科长、

工程师廖俊，金城化学（江苏）有限公司生产部门代表也参加了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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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江苏省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理事长陈秋强主持。与会专家

听取了标准起草单位的汇报，审阅了相关资料，对团体标准《二环己胺》

的内容和格式进行了认真、细致和充分的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专家一致同意该标准通过审查，并建议起草组按专家意见进一步修

改标准草案，尽快报批。 

协会二届九次常务理事会暨企业调研活动在南通举行 

     2021年 6月 11日下午，协会二届九次常务理事会会议暨骨干会员

企业调研活动在南通市举行。 

 

协会理事长陈秋强，协会副理事长单位丹尼斯克（中国）有限公司

厂长张有为，南京爱莎香精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峰，盐城捷康三氯蔗糖制

造有限公司质量部经理董凌霞，江苏一鸣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峰，

江苏中食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唐晋，协会常务理事单位扬中

格拉斯白炭黑化工有限公司质量部经理张俊，万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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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何建春，中诺生物科技发展江苏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建立，南京英

凯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晓慈，协会理事单位无锡市世纪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董事长於洪建，南通醋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庆九，总裁

俞新南，副总裁朱晓刚、张红星，销售总监褚国锋，以及南京大唐消防

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耀平等领导参加了大会。 

 

会议由陈秋强理事长主持。会议承办单位南通奥凯生物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董事长许卫东、南通醋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庆九先后致辞。 

随后，陈理事长通报了近期协会工作，各与会企业领导通报了本企

业近期生产经营情况及需要协会支持的工作事项。 

会前，全体参会代表还参观了南通醋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厂区，

并听取了该公司领导介绍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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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陈理事长赴京参加 GB2760 修订研讨会 

    2021年 6月 22日，协会陈秋强理事长作为唯一受邀的省级行业协

会代表，赴京参加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组织召开的“GB2760公开

征求意见处理研讨会”，与相关专家及中国调味品协会、中国乳制品工业

协会、中国烘焙糖制品工业协会、中国饮料工业协会、中国食品工业协

会、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中国肉类协会、中国淀粉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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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中国盐业协会等全国性行业协会代表一道，参

与研究、讨论 GB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征求

意见稿）》在公开征求意见过程中收集到的相关意见。 

 

二、国内资讯  

省市场监管局要求全省食品生产企业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2021年 4月 16日，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在其官网发布 “关于贯彻落

实《江苏省食品生产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定（试行）》强化智慧

监管的通知”（苏市监食生函〔2021〕63号），要求食品生产企业贯彻落

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文件全文如下：  

各设区市市场监管局： 

《江苏省食品生产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定（试行）》（以下

简称《规定》）已于 2021年 2月 1日正式施行。为全面贯彻落实《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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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进一步推动深化“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年行动”的开展和有关智慧

监管手段的运用，现将有关要求明确如下： 

一、强化组织领导，提高全面认识 

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全面把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

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和总局“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年行动”要求，

深刻领会韩正同志在国务院食安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调的“责任追究

重点落到企业主责和首责上、落到企业法人上”的要求，继续全面加强

督促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工作的组织领导，充分发挥运用大市场监管的职

能和手段，多措并举，切实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要充分认识《规定》

对于推动全省食品生产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工作法制化、规范化的重大意

义，切实将其作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推进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

手，抓紧抓好，抓出成效。要将《规定》的宣贯实施作为督促企业落实

食品安全领导责任、管理责任、风险管控责任、检验检测责任、食品安

全投入责任等重点主体责任的年度要点工作，加强本地区有关工作的细

化落实，深化督导推进，形成“主要领导主动关注、分管领导靠前部署、

监管部门推进指导、生产企业学以致用”的良好局面。 

二、制定细化措施，推动落到实处 

（一）加强宣传培训。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通过大

会宣贯、开展培训、专题解读、开展研讨、示范引领等形式，加强对《规

定》的宣传培训，真正将《规定》传达到辖区内每家企业，并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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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要求作为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和从业

人员的年度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和考核内容，督促企业学习理解到位。 

（二）引导《规定》落地。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结合本地食品生产

安全监管工作安排，进一步细化推动落实《规定》的具体措施。要引导

企业在学习理解《规定》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根据食品类别、生产工艺

等特点，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完善有关举措，进一步将落实主体责任工作

规范化、体系化。 

（三）强化监督检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结合本地年度监督检查

计划，采取日常监督检查、专项检查、执法检查、飞行检查、体系检查

等各种监督检查形式，加强对《规定》落实情况的检查。对未采取相关

措施落实主体责任的，可以约谈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并实

施重点监督检查。加强监管与处罚的衔接工作，涉及违法违规的，依法

依规加大处罚力度，并予以公开曝光。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加大对相关企

业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责任追究力度，严格

实施行业禁入规定。 

三、狠抓工作重点，提升质量效能 

《规定》第四条、八至十三条、第十章分别对《省市场监管局关于

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指导意见》（苏市监食生

〔2019〕227号）提出的“六个一”进行了深化丰富，讲清了每个“一”

应达到的标准和要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结合《规定》有关要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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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制宜狠抓“六个一”的推进，进一步提升工作重点的质量效能。当前

主要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一）启用食品安全自查平台。省局组织开发了《江苏省食品生产

企业食品安全自查平台》，自 2021年开始，全省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

自查报告正式实现网上报送及相关数据统一分析利用。平台分企业端和

监管端，企业端网址：http://www.jsfda.net/jsspzc/。用户名为本企

业 SC号，初始密码为 spqyzc_2021，企业在首次登录时应同时修改密码。

监管端已嵌入《江苏省食品生产监督检查信息系统》中，网址、用户名

和密码同监督检查信息系统。 

全省食品生产企业应按照《规定》第十章和附件 1、2有关食品安全

自查种类、自查频次、自查内容、自查报告时间等具体要求，通过企业

端及时提交《江苏省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自查表》、《江苏省食品添加

剂生产企业食品安全自查表》（表中包括自查内容、企业整改情况和自查

报告），提交步骤分为：提交承诺书（1）-企业基本信息填报（2）-食品

安全管理人员填报（3）-自查实施记录填报（4）-整改验收填报（5）-

自查报告填报（6）-自查报告导出（7）-自查提交归档（8），详细操作

见《江苏省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自查平台（企业端）操作手册》（附件

1），其中，在平台完成（1）-（6）的步骤后，应将自查报告以 PDF格式

导出（步骤 7），在报告相应签名盖章处完成签名和盖章后，再以 PDF格

式上传平台，完成上报到属地监管部门的正式提交归档工作（步骤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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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登录《江苏省食品生产监督检查信息系统》，按照

《江苏省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自查平台（监管端）操作手册》（附件 2）

规定的步骤，即可实现对本辖区所有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自查有关数

据的分析利用等管理工作。 

（二）继续抓好监督抽考工作。2021年全省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

管理人员的监督抽考覆盖率要达到 100%，合格率达到 99%以上。各级市

场监管部门在完成上述指标的同时，要将监督抽考对象从食品安全管理

负责人向企业主要负责人、质量安全管理负责人、生产管理负责人、检

验管+理负责人扩展，根据本地区企业规模和人员数量，合理明确企业参

与度（参与度=累计参加人数/累计参加企业家数）工作目标，共同促进

全省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监督抽考参与度的进一步提高。 

（三）启用食品小作坊日常监督检查系统。已开发食品小作坊登记

管理系统的设区市局，请根据省局系统接口规范（附件 3）尽快与省局

系统对接；没有系统的设区市局请于 3月 31日前将辖区内食品小作坊基

础数据（附件 4）报送至省局，由省局统一进行系统初始化设置。后期

有新增或注销食品小作坊，县（区、市）局可进行增补修改。预计 4月

中旬省局将完成所有设区市局食品小作坊日常监督检查系统的初始化设

置，届时另行通知正式启用时间。待该系统正式运行后，各设区市局要

督促县（区、市）局及时录入食品小作坊日常监督检查数据。肉制品、

酒类重点品种食品小作坊每年检查 2次，其他品种食品小作坊每年检查

1次，当任务未完成时，系统会自动预警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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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督导考核，及时总结成绩 

（一）食品安全自查工作。自 2021年启用食品安全自查平台后，全

省食品生产企业自查率和自查报告率的考核数据将以平台的实时数据为

准（纳入考核指的是常规自查类型）。根据《2021年全省市场监管工作

要点细化实施方案》要求，二、三季度末全省食品生产企业自查率和自

查报告率应分别达到 30%、75%，11月 30日前应达到 100%。各级市场监

管部门要尽快将食品安全自查平台的使用方法和操作手册告知本辖区所

有企业，督促其按照考核进度要求完成食品安全自查工作。其中，季节

性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在生产季内尽快完成食品安全自查及平台报送工

作。因季节性或者其他原因停产半年以上的，恢复生产时应当组织实施

自查并在平台报送，同时应向所在地食品安全日常监管部门报告。自然

年度 11月 30日之前从未有过生产活动的企业，不纳入该年度应自查企

业底数。企业常规自查的次数应按照《规定》第六十七条要求进行。 

（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监督抽考工作。2021年食安员监督抽考工

作目标为：二季度末，抽考企业覆盖率达 40%以上，合格率达 95%以上；

三季度末，抽考企业覆盖率达 70%以上，合格率达 98%以上；年底，抽考

企业覆盖率达 100%，合格率达 99%以上。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应结合本地

工作安排，按照上述考核进度要求完成监督抽考工作。 

（三）总结工作。省局将于三季度末组织拍摄江苏省食品生产企业

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专题片，拟从强化部署落实、强化制度建设、强

化监督检查、强化着力重点、强化处罚力度、强化智慧监管、强化能力



江苏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简讯                 [16]                  2021年第 2 期 

提升、强化社会共治等八方面全面展示全省市场监管系统推动食品生产

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推进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的成效。请各地

市场监管局在推进有关工作的同时注意有关典型素材和典型案例的收集

整理工作，省局将适时通知各设区市局上报有关材料，择优纳入专题片

拍摄内容。（来源：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 

《2021 年度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立项计划》向全社会征求意见 

2021年 6月 9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以“食标秘

发〔2021〕7号”文件，就 2021年度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立项计划面向全

社会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止日期为 2021年 6月 15日。 

2021年度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立项计划 

序

号 
建议项目名称 

制定/修

订 
建议项目承担单位 

食品添加剂（7项） 

1  
食品添加剂二丁基羟基甲苯（BHT）

（GB 1900-2010） 
修订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化工研究

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华东理工

大学 

2  
食 品 添 加 剂 黄 原 胶 （ GB 

1886.41-2015） 
修订 

上海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国家食

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

技术研究院 

3  
食品添加剂  L-苹果酸（ GB 

1886.40-2015） 
修订 

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化工研究院、山东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4  
食品添加剂叶绿素铜钠盐（GB 

26406-2011） 
修订 

发酵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中国食品添加剂

和配料协会、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

院 

5  
食品添加剂辣椒油树脂（ GB 

28314-2012） 
修订 

江西省食品检验检测研究院、中国食品添加

剂和配料协会、青岛大学 

6  
食 品 添 加 剂 聚 葡 萄 糖 （ GB 

25541-2010） 
修订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发酵行业生

产力促进中心、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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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建议项目名称 

制定/修

订 
建议项目承担单位 

7  
食品添加剂番茄红素（合成）（GB 

1886.78-2016） 
修订 

天津海关动植物与食品检测中心、天津科技

大学、天津市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研究院 

食品相关产品（2项） 

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

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4806.1-2016） 

修订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北京市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院、常州进出口工业及消费品安

全检测中心、发酵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 

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消毒餐（饮）

具》 

（GB 14934-2016） 

修订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国家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中心、武汉市卫生计生执法督察

总队、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理化检验方法与规程（8项） 

10  理化检验方法 总则  制定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深圳海关技术

中心、厦门海关技术中心 

11  食品中二苯醚的测定 制定 

中国海关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北京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宁波市产品食品质量检验研究

院、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广州市花

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2  
食品中天冬酰胺和谷氨酰胺的测

定 
制定 

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宁波市产品食

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哈尔滨海关技术中心、

国家加工食品质量检验中心（广东）、中国

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13  食品中渗透压的测定 
制定 

 

厦门海关技术中心、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

究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审评中

心、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 

14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4,4’-联苯

二酚和1,1’磺酰基二（4-氯苯）

迁移量的测定  

制定 

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业品与原材料检

测技术中心、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常

州进出口工业及消费品安全检测中心 

15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紫外吸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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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16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氯乙烯、1，

1-二氯乙烯、1，1-二氯乙烷的测

定 和 迁 移 量 的 测 定 （ GB 

31604.31-2016） 

修订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常州进出口工业及消费

品安全检测中心、宁波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

究院、湖南省产商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17  
食 品 中 多 元 素 的 测 定 （ GB 

5009.268-2016） 
修订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省食品检验

所、宁波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广东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省生物制品与药物

研究所、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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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建议项目名称 

制定/修

订 
建议项目承担单位 

微生物检验方法与规程（1项） 

18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空肠弯曲菌和

结 肠 弯 曲 菌 检 验 （ GB 

4789.9-2014） 

修订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江西省食品检验

检测研究院、东北农业大学、福建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 

毒理学评价程序与方法（1项） 

19  神经发育毒性试验 制定 
华北科技学院，南方医科大学，北京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 

食品中放射性物质（1项） 

20  
食品中放射性物质钋-210 的测定

（GB 14883.5-2016） 
修订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

医学所、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北京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福建省职业病与化学中毒预

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特殊膳食食品（2项） 

21  
食 品 营 养 强 化 剂  氧 化 锌

（GB1903.4-2015） 
修订 

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质量监督

检验技术研究院、安徽医科大学 

22  
食品营养强化剂 维生素 K2（合成

法） 
制定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江西省食品检验检测研

究院、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台湾地区修正食品添加物甜菊糖苷规格检验方法 

2021年 6月 1日，台湾卫福部食药署发布卫授食字第 1101901140

号公告，修正「食品添加物规格检验方法－甜菊糖苷」，名称并修正为「食

品添加物规格检验方法－甜菊糖苷(来自 Stevia rebaudiana 

Bertoni)」，并自 2023年 1月 1日生效。 其修正要点如下： 

 一、修正中英文名称。 

 二、修正「含量」、「性状」、「监别」、「灰分」、「乾燥减重」、「残留

溶剂」、「砷」、「铅」及「含量测定」。 

 三、删除「分子式」、「分子量」、「溶解度」及「pH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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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增列「微生物规范」、「参考文献」、「参考层析图谱」及「附表」。 

 五、增修订部分文字。（来源：食品伙伴网） 

香港将禁止进口部分氢化油及强制氢化油的标识 

6月 11日，香港政府在宪报刊登《2021年食物及药物（成分组合及

标签）（修订）规例》，规定预先包装食物如含有氢化油必须在其配料表

中作出相应标示。规例自 2023年 12月 1日起实施，原文如下： 

如食物由氢化油组成，或含有氢化油—— 

（a) 配料表须载有“氢化油”的提述；或 

（b) 配料表上所显示的该油名称，须以“氢化”一词修饰。 

与此同时，香港政府也在宪报刊登《2021年食物内有害物质（修订）

规例》，修订第 3A条，禁止输入含有部分氢化油的油或脂肪或两者的混

合物以供人食用；禁止售卖或为供出售而托付或交付含有部分氢化油的

食物以供人食用。 

由此可见，香港对于氢化油的规定更加严格。香港此举也是参照世

界卫生组织，将部分氢化油（即工业生产的反式脂肪酸的主要来源）列

为食物中的违禁物质，以配合世界卫生组织到 2023年从全球食品供应中

消除工业生产的反式脂肪酸的目标。 

早前，香港就发布了《减少食物中反式脂肪》、《取代食物中工业生

产反式脂肪的指引》等相关文件，提倡在生产过程中减少食品中的反式

脂肪含量，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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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含有最少饱和脂肪和最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配方取代工业生产的反

式脂肪。 

在中国大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2011）中规定食品配料含有或生产过程中使用了氢化和（或）部

分氢化油脂时，在营养成分表中需要强制标示出反式脂肪（酸）的含量。

氢化油脂产品需要满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油脂制品》（GB 

15196-2015）的要求。但是婴幼儿配方食品等不允许使用氢化油脂。此

外，新加坡、泰国、加拿大等国家发布相关法规禁止部分氢化油的进口

及使用。 

部分氢化油由于价格低廉而被食品工业广泛采用，可是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证明，经部分氢化油摄取的工业生产的反式脂肪会损

害健康，并大大提高罹患冠心病的风险。所以要限制饮食中工业生产的

反式脂肪含量，需要行业与消费者的共同努力，选择健康、有益的油脂

来代替部分氢化油。（来源：食品伙伴网） 

安徽省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顺利完成领导机构换届选举 

2021年 6月 26日，安徽省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第二届会员大会

暨协会领导机构换届选举大会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披云山庄举行。 

该协会理事长单位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协会骨干企业安

徽凯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杜贝斯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黄山科宏

生物香料股份有限公司等近三十家会员企业代表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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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副秘书长张越宸，泛长三角地区食品添

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上海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

会宣传部主任王武航，江苏省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副秘书长余国新，

浙江省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秘书长何春毅，昆山市香精香料化妆

品工业协会秘书长谢平、副秘书长任晓英等应邀出席了会议。 

大会选举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安徽协会第二届理事长单

位，安徽凯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杜贝斯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黄

山科宏生物香料股份有限公司等十二家会员单位当选会协会第二届理事

单位。 

 

三、国际资讯  

俄罗斯发布食品添加剂 E 代码简介及禁用清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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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 5月 13日官网消息：该

局称前几年采用欧洲食品添加剂标签管理制度，大多数产品的配料中都

带有"E"标识。俄罗斯食品添加剂主要分为几个类别，如： 

    E1--着色剂、E2--防腐剂、E3--抗氧化剂、E4--稳定剂、E5--乳化

剂、E6--增味剂、E7--其它，如上光剂和烘焙改良剂等。 

   其中，2020年俄罗斯禁用的食品添加剂清单如下： 

   合成着色剂 E121、人工着色剂 E123、人工着色剂 E128、防腐剂 E216、

防腐剂 E217、防腐剂 E240、烘焙改良剂 E924a和 E924b。 

    官网称，除上述禁用的添加剂外，其余的食品添加剂被认为相对无

害，但不宜过量使用，以免导致某些不适如胃肠道疾病、过敏反应及其

他器官性疾病等。（来源：食品伙伴网） 

欧盟重新评估二氧化钛作为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 

2021年 5月 6日，据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消息，欧盟食品添加

剂和调味剂小组（ FAF ）重新评估了二氧化钛（titanium dioxide ）

（E171）作为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 

根据现有的所有证据，不能排除该添加剂对遗传毒性的担忧，鉴于

存在许多不确定性，评估小组得出结论，当 E171用作食品添加剂时，不

再被认为是安全的。 

另，EFSA发布新闻稿称，该机构不再认为普遍使用的人工色素Е

-171为安全的食品添加剂。 

 E-171为二氧化钛，它可以让食物具有诱人外观，同时延长保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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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二氧化钛还用于制作漆、颜料、陶瓷、玻璃、橡胶、纸张、塑料、

化妆品、药物以及卫生用品。 

 首席专家 Maged Younes表示：“考虑到所有可以了解到的科学研究

和数据，专家小组得出结论：二氧化钛不再能够被认为是安全的食品添

加剂。得出这一结论的关键因素是，我们无法消除对二氧化钛颗粒进入

体内后的遗传毒性（破坏 DNA的能力）的担忧。摄入二氧化钛颗粒后，

虽然吸收率很低，但会在体内累积。” 

 欧洲食品安全局还指出，无法再设定 E-171的每日允许摄入量。 

 此前，法国已禁止出售带有二氧化钛的食品。欧委会和成员国打算

对欧洲食品安全局的结论进行研究，再采取决定，向消费者提供建议，

并制定二氧化钛的使用标准。（来源：食品伙伴网） 

韩国公开征集木聚糖酶安全性审查结果报告意见 

4月 22日，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MFDS）发表消息称：韩国食品药

品安全部根据《食品卫生法》第 18条对“转基因食品等安全性审查委员

会”审查的来源于转基因微生物的食品添加剂木聚糖酶（商品名：Frontia  

fiberwash）安全性审查结果报告征求国民意见。但是，安全性审查是基

于科学事实进行的，提出的意见若符合科学事实和逻辑，则是可以进行

研讨的。 

   以上意见征集时间截止至 2021年 5月 21日。（来源：食品伙伴网） 

日本修订亚硫酸氢铵水等多种食品添加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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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月 15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生食发 0115第 2号公告，

修订部分食品添加剂标准，将亚硫酸氢铵水、几丁质葡聚糖、DL-酒石酸

钾和乙烯基吡咯烷酮/乙烯基咪唑共聚物等 4种添加剂新增列入《食品卫

生法实施条例》附表 1，并相应设定了在食品中的使用标准等，以上 4

种食品添加剂可用于果汁或葡萄酒等产品中，并规定当将亚硫酸氢铵水

用于浓缩葡萄酒时，稀释后的体积应遵循“每 1升葡萄酒含量不超过 0.2

克”的使用标准。该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来源：食品伙伴网） 

四、科普园地  

容易被遗忘的食品添加剂冷知识 

1、食品添加剂功能类别并不限于表格所列。 

   GB 2760附录 A规定了允许使用品种、使用范围以及最大使用量或

残留量，也列出了食品添加剂的功能。需要注意的是附录 A中的这样一

条说明“各表中的‘功能’栏为该添加剂的主要功能，供使用时参考”。

也就是说，表格中所列的功能是该添加剂的主要功能，但并非只能在发

挥该功能时才可以将该食品添加剂用于相应的食品中，发挥其他功能也

是可以的。另外，附录 D食品添加剂的功能类别中还有一项为“其他”，

即上述功能类别中不能涵盖的其他功能。理解并运用好这两点规定，可

能会让你研发的产品更加丰富多彩。 

 2、有些香料也是有限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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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大部分食品用香精香料由于其特殊的感官性质，不需要

制定限量，可以在除不得添加香精香料之外的各类食品中按照生产需要

适量使用。然而，实际上，有的香料也是有使用限量的。除了婴配辅食

行业所熟知的香兰素等三种香料的限量之外，还有一种香料也是有限量

的，即 L-精氨酸。在《卫生部办公厅关于精氨酸不能作为普通食品原料

的复函》（卫办监督函（2009）221号）中有明确规定，按照 GB2760和

香精香料使用的自限性原则，L-精氨酸须配制成香精后方可用于食品生

产，在食品中的用量应不超过 250毫克/千克。该复函虽然发布时间久远，

但至今依然有效。 

3、有些物品不仅仅是食品添加剂。 

   这一点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也容易遗忘。例如，食品添加剂辛，

癸酸甘油酯同时也是新食品原料中链脂肪酸酯；食品添加剂聚葡萄糖同

时也是一种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维生素 C又是一种营养强化剂；低聚

果糖既是营养强化剂又是新食品原料。对待此类跨界物品的原则是“进

谁家门，听谁家话”，也就是说，按照什么目的使用到食品中，就要符合

什么类别的使用规定。例如，对于维生素 C而言，如果做添加剂使用，

就要符合 GB 2760，如果做营养强化剂使用，就要符合 GB 14880。 

4、香料名单不仅限于表格所列。 

   GB 2760的附录 B规定了可用于食品的香料名单。有这样几条备注

不要忘记了“凡列入合成香料目录的香料，其对应的天然物（即结构完

全相同的对应物）应视作已批准使用的香料。凡列入合成香料目录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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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若存在相应的铵盐、钠盐、钾盐、钙盐和盐酸盐、碳酸盐、硫酸盐，

且具有香料特性的化合物，应视作已批准使用的香料。如果列入合成香

料目录的香料为消旋体，那么其左旋和右旋结构应视作已批准使用的香

料。”举个例子，虽然表格中只列出了“苯甲酸”这样一种香料，但是苯

甲酸的钠盐苯甲酸钠同样具有香料特性，因此也允许作为食品香料使用。 

5、许多酶制剂是转基因的。 

   GB 2760附录 C的表 C.2规定了食品中允许使用的酶制剂，在部分

来源为微生物的酶制剂中还列出了供体，标准中的备注说明，供体是指

为酶制剂的生物技术来源提供基因片段的动物、植物或微生物。这就说

明这些酶制剂是经过转基因技术产生的。我们曾就此咨询过相关专家，

对于这类酶制剂，目前允许使用的必须是由相应供体提供基因而生产的。

那没有由供体生物提供基因片段的、直接由来源生物产生的可不可以使

用呢？答案是否定的，依然需要进行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的申报。（摘自食

品伙伴网，有删节） 

常见预包装食品标签标识错误 

预包装食品是指预先定量包装或预先定量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

中，并且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和体积标示的食品。常见的

预包装食品有饼干、糖果、乳制品、饮料等，但是也存在特例，如肠衣、

初级农产品。 

食品标签是指食品包装上的所有文字、图形、符号及一切说明物，

也就是说包装上的任何标示均属于食品标签的范畴。其主要法规包括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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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8及相关产品标准的强制性标示内容、推荐性标示内容、图片，GB 

28050中的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GB 7718及广告法的广告宣传文字等。 

预包装食品是生活中接触最为常见的食品，其中，标签标识越来越

受到大家的重视，我国因食品标签不合格而被投诉的案例很多，进口食

品标签不合格的比例也很高。常见的标签标识错误有： 

1、食品名称：应该标示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专有名称，但是有些

企业为了使名字听起来比较有新意可能会使用一些新创名称、奇特名称、

注册的商标名称需与所在名称的同一版面标示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专用

名称。 

2、配料表：首先要注意配料表的标示顺序按照递减的顺序排列，

当加入料<2%时可以不按照递减顺序排列。其次有复合配料的问题，即是

否标示原始配料问题。标示原始配料时复合配料无相应标准则需标示原

始配料，当复合配料有相应标准但加入量≥预包装食品总量的 25%也要

标示原始配料。不标示的情况发生在相应的产品标准或加入量<预包装食

品总量的 25%。对于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标示而言，它们的名称一

定要符合 GB 2760和 GB 24880规定的通用名称。食品添加剂共有 3种标

示方式，即只标示添加剂名称、同时标注名称和功能、同时标注功能和

INS号。营养添加剂和食品强化剂也是配料表中容易出现错误的地方，

有些产品既可作为食品添加剂也可作为食品强化剂或食品配料，此情况

需按照其在终产品中的作用进行标示，而加工助剂、已经失活的酶制剂

无需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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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配料定量标示：只有当满足特定要求时配料定量标示才会被强

制要求标示，情况有两种——特别强调食品中添加或含有某种配料或成

分时、特别强调某一配料或成分的含量较低或无时。 

4、净含量和规格：应与食品名称在同一展示版面，且 GB 7718中

也明确规定了字符高度。 

5、生产者、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特殊情况下标示产地)：

一定要标示依法登记注册且能够承担产品安全质量责任的相关信息。有

两种特殊情况需要同时标示产地，一是生产产品的分公司或基地无法承

担法律责任，需要标示能承担责任的集团公司名称，同时标示产地;二是

委托其它企业生产的产品，仅标示委托企业的名称和地址，未标示被委

托企业的名称和地址，也需要标示受委托企业所在产地。 

6、日期标示：根据 GB 7718规定需标示为“见包装某部位”，如果

包装很小可以直接采用“生产日期见包装或喷码”的形式。 

推荐性标示内容也是 GB 7718中对于预包装食品规范的重要内容，

其中包含批号、食用方法（根据产品需要可以标示容器的开启方法、食

用方法、烹饪方法等对消费者有帮助的说明）等。致敏物质是现今需要

关注的重点，主要包括 8大类，而标示形式有 3种，即在配料表中用易

于识别的配料名称直接标示；在临近配料表的位置加以提示；虽产品本

身不含有致敏物质但同一生产线生产的其他含有致敏物质的产品需要标

注可能含有。部分向监管部门提交申请，监管部门审核通过并发布通知

后方可使用。（摘自食品伙伴网，有技术性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