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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导 读 

一

、 

协会资讯 

※ 协会领导赴淮安、泰州两市调研 

※ 协会组织企业参加美国 IFT展会 

※ 南通奥凯公司申报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 协会领导考察南京亚太公司 

※ 协会领导出席 CFAA理事会会议并参观 FIC2017 

※ 协会领导出席江西省龙南县行业企业转移投资恳谈会 

 二

、 

政策法规 

※ 国家食药总局颁布《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 

※ 省食药局颁布《江苏省食品生产许可质量跟踪监督管理办法》 

※ 国家卫计委公布食品添加剂新品种 

三 国内资讯 

※ 

 

国务院发布《“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 

※ 

 

国家食药总局公布全年食品安全抽检计划 

四 国际资讯 

※ 

 

澳新拟批准果胶、卡拉胶作为加工助剂用于葡萄酒生产 

※ 欧盟就异胡薄荷酮等四种调味物质的安全性发布意见 

※ 美发布允许果蔬汁作为食品色素添加剂使用指南 

 五 高层论坛 

※ 关于“氯丙醇酯和缩水甘油酯”的风险解析 

 ※ 辣椒提取物可促进静息能量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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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会资讯 

协会领导赴淮安、泰州两市调研 

 2017年 2月 25日，协会陈秋强理事长、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翟玮

玮教授、余国新副秘书长赴淮安、泰州两市，对淮安万邦香料工业有限

公司、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江苏一鸣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三家会

员单位进行调研。 

 

协会领导和淮安万邦香料公司主要领导交流 

 

协会领导和江苏一鸣公司主要领导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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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调研期间，企业主要领导向协会领导通报了企业生产经营情

况和企业目前面临的和主要困难以及对协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陈理事

长向企业领导介绍了协会近年来为会员企业做的主要服务工作，并表示

今后将继续在出国参展、标准制修订、国际商事证明、产品检测、职工

培训、体系认证咨询、新项目评价等方面为会员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在江苏食药学院调研期间，陈理事长和该学院领导就协会第二届会

员大会的筹备及理事会换届准备等工作交换了意见。 

协会组织企业参加美国 IFT展会 

    2017年 3月 13日，协会再次与和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中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轻工行业分会合作，组织行业内企业赴美国拉斯维

加斯参加 2017年美国食品科技展览会（IFT）。 

随团参展的省内企业将可以享受省级财政给予的展位费、运输费

80%的补贴。 

南通奥凯公司申报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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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南通奥凯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研发的“高纯度

丙酸钙的过滤与结晶装置及使用方法”于 2016年 07月获得国家发明专

利（专利号：ZL201410840284.5），运用该技术生产的高纯度丙酸钙市场

前景十分看好，目前该项专利已申报南通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之产

业升级和延伸项目。 

该项专利技术能够把丙酸钙产品的纯度稳定在 99.5%以上，解决了

丙酸钙产品原有生产工艺的不足。该专利技术的实施将促进我国食品添

加剂的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对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提高我国在食品

添加剂制造领域的技术水平，提升我国食品卫生安全，增强国际市场竞

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南通奥凯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现为协会副理事长单位，是一家专

业从事食品添加剂和生物技术开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是国内最大的丙酸盐、醋酸盐生产企业，其山梨酸钾、脱氢乙酸钠产能

位居国内前茅，也是国内唯一符合 HACCP规范和国际食品级标准的 EDTA

系列产品生产商，各系列产品在国内市场已享有较高声誉，深受广大客

户青睐。 

陈秋强理事长考察南京亚太公司 

     2017年 3月 22日，协会陈秋强理事长、余国新副秘书长等一行，

到南京亚太化工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考察调研。 

该公司董事长郑敏女士、市场营运总监刘汉光先生等领导接待了协

会考察调研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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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董事长、陈理事长先后介绍了各自基本情况，对双方合作前景寄

予厚望。 

随后，陈理事长一行听取了南京亚太公司培训部经理介绍双方合作

建议方案，并在郑董事长、刘总监的陪同下，参观了南京亚太公司的机

房及公司各部门。 

 

据了解，南京亚太化工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年，是经

国务院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备案、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

依法成立的综合性大宗化工商品电子交易中心。公司目前已建立了规范

完善的交易、结算体系和配套的仓储物流交割体系，为参与交易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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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交易商提供全程信用保障。2015年，公司电子商务平台与江苏省

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导的江苏省交易场所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全面

对接并接受其实时监督与管理，确保交易的便捷、可靠、安全、规范。 

协会领导出席 CFAA 理事会会议并参观 FIC2017 

2017年 3月 23日，协会陈秋强理事长应邀出席在上海市闵行区宝

龙艾美酒店召开的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CFAA）五届七次常务理

事会暨五届四次理事扩大会。 

 

大会首先由 CFAA副理事长杜雅正致开幕词，副理事长兼米市长薛毅

做《2016年度我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发展概况、协会工作及财务工

作报告》，秘书处杜鉴汇报了 CFAA受国家有关部门委托开展得“食品添

加剂风险排查及治理措施研究”和《食品工业发展报告》撰写工作情况。 

随后，大会还听取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研究

员霍军生博士做的《我国特殊医学用途食品管理办法和标准》的报告。 

大会还审议通过了《增补协会五届理事会成员单位和接受新会员的

决议》。 

次日，陈理事长专程看望了参加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食品添加剂和

配料展览会（FIC2017）的各会员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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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领导出席江西省龙南县行业企业转移投资恳谈会 

     2017年 3月 25日，协会陈秋强理事长出席了江西省龙南县在上海

市召开的“龙南 2017长三角招商引资推介会暨食品添加剂行业企业转移

投资龙南恳谈会”。 

 

    会议由龙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曾庆征主持，龙南经济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县委书记缪兰英致辞，龙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县长

邱建军作县情及投资环境推介，副县长曹鑫作项目推介。 

    江西省、赣州市食药局等单位领导和客商代表在会上发言。 

    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昆山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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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日用化工协会等单位领导也

出席了恳谈会。 

二、政策法规 

国家食药总局颁布《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 

 2017年 1月 22日，为进一步规范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国家食

药总局颁布了《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2017年版）》，对监督

抽检的适用范围、产品种类、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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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提出了统一要求，要求各省级食药局、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各有关食品安全抽检承检机构贯彻执行。 

该细则除了对食品类产品监督抽检的适用范围、产品种类、检验依

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与结论提出了统一要求外，还明确了明

胶、复配食品添加剂（含复配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复合膨松剂、食

品添加剂复配膨松剂）、食品用香料、山梨酸钾、木糖醇、柠檬酸钠等六

类食品添加剂的监督抽检的前述要求（需要《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

施细则（2017年版）》文本者，请与协会秘书处联系）。（摘自食品伙伴

网） 

省食药局颁布《江苏省食品生产许可质量跟踪监督管理

办法》 

2016年 12月 29日，江苏省食药局以“苏食药监规〔2016〕3号”

文件颁布《江苏省食品生产许可质量跟踪监督管理办法（试行）》（以下

简称管理办法）。 

食品生产许可质量跟踪监督是指省、市两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针对生产者履行食品安全法定义务、许可审查员履行核查职责以及许

可的过程与结果等情况对许可实施机关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的活动。 

管理办法规定，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根据本办法对本级

或下级许可质量进行跟踪监督，具体工作由负责食品生产监管的机构统

一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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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还明确，组织实施机构应当制定跟踪监督计划，明确监督

重点、标准和要求。跟踪监督采取随机抽查的方式进行，抽查应当考虑

地区和食品类别覆盖面，对重点品种、重点问题以及其他需要跟踪监督

的情形进行重点监督。 

管理办法要求：在办许可，其跟踪监督可与现场核查同时进行；已

办结许可，自生产者获得许可之日起一个月后进行跟踪监督；跟踪监督

应当依据《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对应产品的审查细则及相关食品安

全标准开展，可采用材料核查、现场检查两种方式进行；各级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应根据本办法对本级或下级许可质量进行跟踪监督，具体

工作由负责食品生产监管的机构统一组织实施。（来源：食品伙伴网） 

国家卫计委公布食品添加剂新品种 

2017年 3月 8日，国家卫计委发布 2017年第 3号公告，批准氨基

乙酸（羟基乙腈法）为食品添加剂新品种、乙基芳樟基醚为食品用香料

新品种，同时批准食品添加剂β -胡萝卜素的使用范围扩大至调理肉制品

（生肉添加调理料），最大使用量为 0.02g/kg。（摘自国家卫计委网站） 

延伸阅读：β -胡萝卜素作为食品添加剂，已列入《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允许用于调制乳、风味发酵乳、

干酪类似品、脂肪类甜品、水果罐头、果酱、蜜饯凉果、干制蔬菜、腌

渍的蔬菜、糖果、方便米面制品、熟肉制品等食品类别。 

在国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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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允许其作为着色剂用于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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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计委表示，该物质作为着色剂用于调理肉制品时，其质量规格应

执行《食品添加剂 β -胡萝卜素》（GB 8821-2011）或《食品添加剂 β -

胡萝卜素（发酵法）》（GB 28310-2012）或按国家卫生计生委 2012年第

6号公告的相关内容执行。 

氨基乙酸（羟基乙腈法）为新的生产工艺生产，其使用量和使用范

围与已批准的氨基乙酸相同，用于预制肉制品（食品类别 08.02）、熟肉

制品（食品类别 08.03）、调味品（食品类别 12.0）、果蔬汁（浆）类饮

料（食品类别 14.02.03）、植物蛋白饮料（食品类别 14.03.02）、作为食

品用香料用于各类食品（GB 2760表 B.1食品类别除外），改善食品的味

道。 

乙基芳樟基醚为食品用香料新品种，配制成食品用香精后用于各类

食品（GB 2760表 B.1食品类别除外），改善食品的味道。 

三、国内资讯 

国务院发布《“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 

    2017年 2月 14日，国务院以“国发〔2017〕12号”文件发布《“十

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 

规划明确：支持行业协会制订行规行约、自律规范和职业道德准则，

建立健全行业规范和奖惩机制。提高食品行业从业人员素质，对食品生

产经营企业的负责人和主要从业人员，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职业道

德、安全管控等方面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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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要求，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增强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

保护能力，鼓励通过公益诉讼、依法适用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等方式支持

消费者维权。继续办好“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将食品安全教育纳入国

民教育体系，作为公民法制和科学常识普及、职业技能培训等的重要内

容。加强科普宣传，推动食品安全进农村、进企业、进社区、进商场等，

鼓励研究机构、高校、协会等参与公益宣传科普工作，提升全民食品安

全科学素养。（摘自中国政府网） 

国家食药总局公布 2017年食品安全抽检计划 

 2017年元月 3日，国家食药总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等法律法规和既往抽检情况，结合“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中

关于食品安全抽检的相关要求，制定了 2017年食品安全抽检计划及要

求。  

总局希望通过实施食品安全抽检计划，以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为抓手，

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为导向，及时发现苗头性、系统性、区域性食品安

全风险和问题。实现监督抽检与信息公开、核查处置联动，倒逼生产经

营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保障食品安全，促进食品产业有序健康

发展。 

 总局要求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组织 2017年抽检工作应坚持靶向

性、覆盖、计划性抽检与专项抽检相结合、抽检效能与质量并重四项原

则，以“三重一大”，即重点区域、重点品种、重点项目和大型企业为核

心目标，各级靶向重点各有侧重。特别是要加大对农兽药残留、重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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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环境污染等因素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和与人民群众紧密相关的餐饮食

品的抽检力度和频次。 

总局抽检重点：一是从时间上，分 4季度对应季食用农产品进行抽

检；二是从地域上，对既往抽检发现问题较为集中区域的相应食品品种

进行抽检；三是对重点企业进行抽检；四是侧重对检验方法新、社会敏

感度较高的项目进行抽检；五是对舆情及社会反映的热点问题安排专项

抽检。 

 省级局抽检重点：一是从规模上，主要是对本省大型生产企业以及

大型批发市场、超市和餐饮企业进行抽检；二是从风险程度上，对本地

区问题多发、风险较高的食品品种和项目进行抽检，并重点组织开展对

中小学及幼儿园食堂、学校周边、城乡结合部等场所的抽检；三是从问

题集中度上，对既往抽检出现过不合格食品的企业进行跟踪性抽检。 

 市、县级局抽检重点：一是对本地区市场销售的蔬菜、水果的农药

残留，畜禽肉、水产品的兽药残留等进行抽检；二是加大对餐饮食品，

特别是小餐饮的抽检力度；三是加大对食品小作坊、小摊贩的抽检力度。 

在食品添加剂领域，抽检计划的主要抽检对象为：（一）增稠剂（明胶）；

（二）复配食品添加剂（复配膨松剂、用于小麦粉的复配食品添加剂、

其他复配食品添加剂）；（三）食品用香精；（四）防腐剂（山梨酸钾）；

（五）甜味剂 （木糖醇）；（六）酸度调节剂（柠檬酸钠）。（摘自国家食

药总局网站，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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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资讯 

澳新拟批准果胶、卡拉胶作为加工助剂用于葡萄酒生产 

2017年 2月 20日,据澳新食品标准局（FSANZ）消息，经酿酒师联

合会（WFA）申请，澳新食品标准局发布通知公告 06-17，拟批准 A1126

号申请，修订澳新食品标准法典 4.5.1葡萄酒生产要求，允许使用果胶、

卡拉胶作为加工助剂用于葡萄酒的澄清，具体使用将按照良好生产规范

（GMP）原则。 

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 2017年 4月 3日。（来源：国家食品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网站） 

欧盟就异胡薄荷酮等四种调味物质的安全性发布意见 

据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消息，3月 15日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

就异胡薄荷酮等 4种调味物质的安全性发布意见。 

这四种调味物质包括异胡薄荷酮、异胡薄荷醇、薄荷醇和乙酸异丙

酯乙酯。 

依据欧盟（EC）No 1565/2000法规，欧盟食品安全局对以上四种调

味物质进行了风险评估，这包括毒理学评估，评估了毒理学阈值，包括

90天口服毒性和最大每日安全摄入量等。 

欧盟食品安全局支持食品添加剂专家联合委员会（JECFA）的结论，

认为四种物质作为调味物质在预测摄入量下无食品安全风险。（来源：食

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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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发布允许果蔬汁作为食品色素添加剂使用指南 

2016年 12月 13日，美国 FDA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指南草案，以澄

清无需入市前审查和批准的色素用果蔬汁的情况和色素批准程序。所有

色素在使用前必须经过 FDA的批准，且符合 FDA允许的使用条件、规格

和限制条件。若申请使用某种不符合要求的色素，可提供给 FDA相关申

请。和预包装食品所有色素一样，生产方必须在配料标签中标注作为色

素的果汁和蔬菜汁。果汁和蔬菜汁在用作食品色素时，可以标注为“人

造色素”、“添加人造色素”、或“添加色素”，或清晰的表明已经使用的

色素，如“水果汁色素”，“蔬菜汁色素”。指南草案将于 2016年 2月 14

日起 60日内接受评议。（来源：国家质检总局网站） 

五、高层论坛 

关于“氯丙醇酯和缩水甘油酯”的风险解析 

一、背景信息 

  近期有相关机构的研究报告指出，在 200℃以上高温精炼过程中，

棕榈油比其他植物油会产生更多的氯丙醇酯、缩水甘油酯。随后，一些

媒体关于食品中氯丙醇酯、缩水甘油酯毒性的报道引起了消费者的关注。

本期我们为您解读。 

二、专家观点 

（一）3-氯丙醇酯和缩水甘油酯是全球关注的植物油污染物。 



江苏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简讯                 [16]                  2017年第 1 期 

  氯丙醇酯是氯丙醇类化合物与脂肪酸的酯化产物，按照氯丙醇种类

的不同分为 3-氯丙醇酯（3-MCPD酯）、2-氯-1,3-丙二醇酯（2-MCPD酯）、

1,3-二氯-2-丙醇酯（1,3-DCP酯）和 2,3-二氯-2-丙醇酯（2,3-DCP酯），

食品中检出量较高的是 3-氯丙醇酯。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在谷物、咖啡、

鱼、肉制品、马铃薯、坚果和以植物油为原料的热加工油脂食品中都有

3-氯丙醇酯检出。尤其精炼植物油等食品中检出 3-氯丙醇酯的报道逐渐

增加。缩水甘油酯是脂肪酸与缩水甘油的酯化产物，它与氯丙醇酯是一

对孪生兄弟，形成机理相似。在油脂精炼过程中，缩水甘油酯通常会伴

随 3-氯丙醇酯一起形成，3-氯丙醇酯含量高，缩水甘油酯含量也高。3-

氯丙醇酯和缩水甘油酯已成为全球关注的植物油新型污染物。 

（二）一些研究认为这两种物质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风险较低。 

  目前关于 3-氯丙醇酯和缩水甘油酯毒理学研究尚不系统。香港食品

安全中心依据饼干、植物油、糕点等食品中 3-氯丙醇酯的含量对人群暴

露量进行评估，结果认为通过上述食品摄入的 3-氯丙醇酯对健康的风险

不需要特别关注。德国风险评估研究所对欧洲人群经植物油摄入缩水甘

油酯的风险进行了评估，认为一般人群经植物油摄入的缩水甘油酯对健

康不存在安全风险。我国目前公开发表的研究资料也认为一般人群在通

过植物油等食品摄入的缩水甘油酯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风险较低。 

（三）目前国际上未制定这两种物质的限量标准。 

  针对 3-氯丙醇酯可能在体内水解为 3-氯丙醇，2012年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FAO）/世界卫生组织（WHO）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



江苏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简讯                 [17]                  2017年第 1 期 

（JECFA）制定了 3-氯丙醇暂定每日最大耐受量（PMTDI）为每公斤体重

2μ g/kg。但尚未制定 3-氯丙醇酯和缩水甘油酯的相应限量标准。 

（四）优化精炼工艺可以减少这两种物质的含量。 

  研究表明，3-氯丙醇酯在油脂加工原料和未精炼的植物油中含量极

低，而植物油精炼后含量显著增加，其含量水平与毛油的原料种类有关，

相比玉米油、菜籽油、大豆油，以果肉为原料的植物油如棕榈油更容易

产生 3-氯丙醇酯。优化生产工艺可以降低和控制植物油精炼过程中 3-

氯丙醇酯和缩水甘油酯的产生。 

三、专家建议 

  （一）建议加强分析研究，为这两种物质是否需要制定限量标准提

供科学依据。 

  （二）针对不同油脂原料特点，比如有些油适合冷榨，有些适合热

加工，建立不同的加工方式。适度加工，减少有害物质的形成，避免各

种风险因子的过量形成。 

（三）建议消费者日常饮食注意营养搭配，食物多样化，参照《中

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中的指导摄入量食用植物油，避免过量摄入。

（来源：国家食药总局网站） 

辣椒提取物可促进静息能量消耗？ 

近日，发表在《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辣椒提取物可将

静息能量消耗（REE）提升 6%。研究使用的是 OmniActive健康科技公司

的辣椒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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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静息能量消耗，是指机体禁食 2小时以上，在适合温度下平卧

休息 30分钟后的能量消耗，主要用于维持机体细胞、器官的正常功能和

人体的觉醒状态。研究表明，静息能量消耗可以占到人体每日卡路里消

耗量的 60%，促进静息能量消耗，有助于人体的能量平衡和体重管理。 

在这项为期一个多月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让志愿者每天服用 100

毫克的辣椒提取物可以帮助人体多消耗 3000卡路里的热量。对于一般人

群而言，这足以平衡热量的燃烧，保持健康的体重。 

据了解，试验中使用的辣椒提取物富含辣椒素类物质，口服时不会

造成口腔和胃部的灼烧感。有关该成分的临床研究多达 90多项，很多研

究证明其具有促进人体脂肪和能量消耗的作用。例如，2016年发表在《实

验生物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辣椒提取物可抑制人体食欲，进而

维持健康体重。 

在另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中，来自 OmniActive健康科技公

司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者征集了 40名健康男女性，这些志愿者的

平均年龄为 28岁。志愿者被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每天摄入 2毫克辣椒素

补充剂，一组摄入等量的安慰剂，作为对照组。研究结果显示，和对照

组相比，实验组志愿者的 REE能量消耗增加了 6%。另外，两组志愿者的

血压和心率没有明显变化。 

研究者表示，随着年龄的增加，人的饭量会减少、肌肉会流失，这

些都会导致 REE的降低，因此体重控制变得越来越困难。而通过上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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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可知，辣椒素补充剂可作为促进人体 REE的手段，帮助人体控制

健康体重。（来源：食品伙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