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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导 读 

一

、 

协会资讯 

※ 陈秋强理事长应邀参加“江苏双百品牌”专家评审会 

※ 协会参加 2017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项目启动会 

※ 协会征集《GB2760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修订意见 

二

、 

政策法规 

※ 国家卫计委食品司关于菊粉有关问题的复函 

※ 国家卫计委办公厅关于通报亚麻籽适用标准的函 

※ 
国家卫计委公布一批食品添加剂新品种并批准一批食品添加剂扩

大使用量和使用范围 

三 国内资讯 

※ 

 

全省食品生产许可信息系统上线过渡运行 

※ 

 

江苏省“双百品牌”产品名单在网上公示 

 四 国际资讯 

※ 

 

美国公布《食品安全现代化法》六大配套法规实施日期 

 ※ 

 

欧盟评估甜菜碱作为新资源食品的安全性 

※ 

 

美国拟扩大合成氧化铁作为着色剂的使用范围 

※ 澳新批准一种脂肪酶加工助剂用于食品 

五 高层论坛 

※ 
《关于食品用香料新品种 2-乙酰氧基-3-丁酮、食品添加剂β-环

状糊精等 4种扩大使用范围的公告》解读 

※ 
《关于丙烯酸与乙二醛和丙烯酰胺的聚合物等 6种食品相关产品

新品种的公告》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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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会资讯 

陈秋强理事长应邀参加“江苏双百品牌”专家评审会 

    2017年 11月 23日，受江苏省质监局委托，江苏省质量和标准化研

究院在南京召开“江苏双百品牌”（100个全国市场排名领先的高端制造

品牌、100个与国内外知名品牌同标同质的日用消费品品牌）专家评审

会。 

     协会理事长陈秋强先生应邀参加会议，并担任食品业（含食品添加

剂）评审组组长，组织进行申报产品评审。 

     本次评审产品涉及食品业、酒水饮料业、纺织业、轻工业、化工业、

冶金业、机械设备制造业、电子电器业、医药业等九个行业。 

协会参加 2017 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项目启动会 

 

2017年 11月 16日，2017年度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项目启动会在北京

召开，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受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食品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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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主持会议。承担 2017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项目的各单位代表、标准

起草人参会，协会副秘书长余国新代表协会参会。 

 

今年协会申报的氯化铬、钼酸钠、聚偏磷酸钾、酸式焦磷酸钙、代

茶制品等 5个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立项建议获批，并承担其中 1项国家标

准的起草工作，实现了协会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建设工作方面的突破。 

据悉，2017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项目共 83项，包括《食品中真菌

毒素限量》、《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保健食品良好生

产规范》、《发酵乳》等行业关注的重要标准项目，涵盖食品产品、营养

与特殊膳食食品、食品生产卫生规范、食品添加剂规格要求以及相配套

的检验方法等。 

协会征集《GB2760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修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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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法规 

国家卫计委食品司关于菊粉有关问题的复函 

国卫食品评便函〔2017〕25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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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乳制品协会：  

  你协会《关于明确添加菊粉产品标签标示适用文件的请示》（中乳协

〔2017〕83号）收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同意废止《卫生部监督局关于含菊粉食品标识有关问题的批复》（卫

监督食便函〔2009〕209号）。《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关于预包装食品

含新食品原料标签标示以及低聚果糖有关问题的复函》（国卫食品标便函

〔2015〕279号）已主动公开，可在我委网站查询。  

  专此函复。 

 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 

2017年 9月 20日 

国家卫计委办公厅关于通报亚麻籽适用标准的函 

国卫办食品函〔2017〕1259号 

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  

  经研究，直接食用的亚麻籽适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

品》（GB 19300-2014）。同时，宜在标签标示“熟制后食用”等类似消费

提示。 

 附件：食用亚麻籽研究情况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  

2017年 12月 21日  

附件： 

食用亚麻籽研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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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亚麻籽  

  亚麻（Linum usitatissimum L.），又称胡麻，属亚麻科亚麻属一年

或多年生草本植物，是世界十大油料作物之一。亚麻在我国的种植区域

主要分布在甘肃、陕西、河北、内蒙古、山西、宁夏、青海、新疆、黑

龙江、云南和广西等地。亚麻籽（flaxseed，linseed，semen lini）为

亚麻的成熟种子。在我国，亚麻籽主要作为油料用于食用植物油的生产

加工。  

二、关于直接食用亚麻籽  

  亚麻籽的主要成分为脂肪、蛋白质、膳食纤维，其他成分还包括矿

物质、α -亚麻酸、木酚素、亚麻籽胶、维生素等。科学研究表明，亚麻

籽含有生氰糖苷、抗 VB6 因子、植酸等有毒物质或抗营养因子。生氰糖

苷亦称氰苷、氰醇苷，可以在水解酶（β -葡萄糖苷酶）作用下产生氰化

物。生亚麻籽中含有不同含量的生氰糖苷，其含量因品种、产地和环境

等有较大差异。  

三、关于直接食用亚麻籽的安全性评价  

  根据《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为确保我国居民直接食用

亚麻籽的安全性，国家卫生计生委委托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成立

工作组，收集并分析了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及文献，对亚麻籽部分主产

区进行了调研，对霉变粒、过氧化值、酸价、铅、黄曲霉毒素 B1、沙门

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菌群、霉菌、农药残留等指标进行了检测，

并对直接食用亚麻籽的安全性进行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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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组调查研究表明，在甘肃、山西、内蒙古、宁夏、云南、新疆

等地有将亚麻籽（粉）作为配料用于加工面制品的习惯，也有将亚麻籽

熟制碾碎加盐后作为佐餐蘸料的习惯。目前为止各地均未曾发现因食用

亚麻籽导致的食物中毒。亚麻籽（粉）在国外应用于焙烤、乳制品以及

干制面制品等食品行业。2009年，美国 FDA已通过了对亚麻籽和亚麻籽

粉安全性资料的审查，并作为“一般认为安全”（GRAS）（GRN No.280）

管理。  

  工作组还重点针对食用亚麻籽中生氰糖苷的安全性进行了评估。根

据 FAO/WHO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制定的氰化物健康指导

值，依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居民膳食数据，熟制亚麻籽来源

的氰化物对我国一般人群健康风险极低。加热、微波、烹煮等加工处理

方式可降解亚麻籽及制品中生氰糖苷的含量，增加亚麻籽的安全性。基

于已有资料，直接食用亚麻籽（粉）是安全的。  

四、关于直接食用亚麻籽的管理建议  

为确保直接食用亚麻籽的安全性，根据上述研究结果，结合亚麻籽

产品特点及我国居民食用亚麻籽的食用方式、消费量等情况，建议直接

食用的亚麻籽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坚果与籽类食品》（GB 

19300-2014），同时建议生产经营企业在直接食用亚麻籽的产品标签上注

明：“熟制后食用”等类似消费提示。（来源：国家卫计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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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计委批准一批食品添加剂新品种及食品添加剂

扩大使用量和使用范围 

今日，国家卫计委发布公告，批准“爱德万甜”“6S-5-甲基四氢叶

酸钙”为食品添加剂新品种，同时，批准甜蜜素、氮气等 种食品添加剂

扩大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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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资讯 

全省食品生产许可信息系统上线过渡运行 

  根据江苏政务服务网、省食药监局“食品药品安全智慧监管与大数

据工程”和全省食品生产监管工作的统一安排，新开发的全省食品生产

许可信息系统即将进入上线过渡运行阶段，有关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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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 2018年 1月 1日起进行新食品生产许可信息系统上线过渡运

行，原则上分为两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2018年 1月 1日起，省本级食品生产许可的产品[1.保

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等食品

生产企业的许可审批；2.白酒、乳制品等涉及国家产业政策（依照《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执行）的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许可审批]均从新食

品生产许可信息系统上运行，企业申报材料统一经江苏政务服务网提交，

企业端口链接见江苏政务服务网—省级—法人服务—按部门—省食药监

局—食品（含食品添加剂、保健食品）生产许可—各业务名称页面中的

“在线办理”。原省食品药品监管局首页—食品药品安全智慧监管与大数

据工程进行时—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网上办理申报端口将同时被

关闭。 

  第二阶段：2018年 2月 1日起，设区市（含承担许可职能的部分县

区级，下同）食品生产许可均从新食品生产许可信息系统上运行，企业

端口链接见江苏政务服务网—市级——法人服务—按部门—某市食药监

局—食品（含食品添加剂、保健食品）生产许可—各业务名称页面中的

“在线办理”。但由于各设区市政务服务网与各市实施许可机关的对接工

作进度不一，企业存在无法按时经由江苏省政务服务网进入市级政务服

务网提交申报材料的可能，故为确保 2018年 2月 1日设区市食品生产许

可能够上线运行，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将视设区市政务服务网与各食品生

产许可机关的对接情况另行通知有关食品生产许可实施机关系统企业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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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网址，确保暂时不通过政务服务网也能运行。待各设区市政务服务网

与许可机关对接工作到位后，统一经由各级政务服务网办理，届时食品

生产许可信息系统企业端将使用政务服务网账号统一登录。 

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食品添加剂；白酒、

乳制品等涉及国家产业政策生产企业的许可申报纸质材料需同时提交给

省食品质量安全监控中心（南京市北京西路 6号 3号楼 305室）。保健食

品生产许可申报纸质材料需同时提交给省食品药品监管局行政许可受理

中心（南京市鼓楼街 5号华阳大厦 1楼）。各设区市食品生产许可申报纸

质材料的提交请联系各地食品生产许可实施机关。（摘自江苏省食药监局

网站） 

江苏省“双百品牌”产品名单在网上公示 

根据《省政府关于加快质量发展的意见》和《江苏省名牌战略“十

三五”发展规划》提出的“十三五”期间，培育“100 个全国市场排名

领先的高端制造品牌、100 个与国内外知名品牌同标准同质量的日用消

费品牌”的目标要求，省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秘书处在现有江苏名牌中，

通过标准比对、质量检测、品牌价值测算等方式，遴选了 50 个全国市

场排名领先的高端制造品牌、50 个与国内外知名品牌同标同质的日用消

费品品牌产品，经江苏省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审议通过， 

2017 年江苏“双百品牌”产品名单已在江苏质监信息网上公示，征求社

会各界意见。（来源：江苏省质监局网站） 



江苏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简讯                 [15]                  2017年第 4 期 

四、国际资讯 

美国公布《食品安全现代化法》六大配套法规实施日期 

据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消息，近日美国 FDA推出六大《食品

安全现代化法》配套法规实施日期介绍专栏，六大配套法规如下： 

《人类食品预防控制》（117部分） 

《动物食品预防控制》（507部分） 

《农产品安全》（112部分） 

《国外供应商审核》（L子部分的第 1部分） 

《卫生运输》（O子部分的第 1部分） 

 《人为掺假》（121部分） 

2011年 1月 4日，美国颁布实施了《美国 FDA食品安全现代化法》

（Food Safety Modernization Act，FSMA），并陆续颁布实施若干 FSMA

配套法规和指南，提高了对进口食品安全的监管要求。 

欧盟评估甜菜碱作为新资源食品的安全性 

据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消息，应欧委会要求，近日欧盟食品安

全局对甜菜碱（betaine）作为新资源食品的安全性发布意见。 

     欧盟专家组认为，关于这种食品的组分、规格、批次差异性与稳定

性信息充足，无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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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菜碱拟用于 10岁以上的运动员，用途为提升肌肉力量，提议最

大摄入量为每天 2.5g。欧盟专家组经过风险评估后认为，按照每天 400mg

摄入量，不会产生安全风险。（来源：食品伙伴网） 

美国拟扩大合成氧化铁作为着色剂的使用范围 

据美国联邦公报消息，11月 9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发布条例，拟

扩大合成氧化铁作为着色剂的使用范围，用于片剂和胶囊型膳食补充剂。 

Colorcon, Inc., 公司于 2017年 10月 3日提交了本次应用申请，

提议合成氧化铁的限量为，按照标签剂量每天 5毫克铁元素。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经过评估认为，合成氧化铁用于片剂和胶囊型

膳食补充剂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无需环境评估或者环境影响声明。

（来源：食品伙伴网） 

澳新批准一种脂肪酶加工助剂用于食品 

据澳新食品标准局（FSANZ）消息，11月 2日澳新食品标准局发布

通报，批准三酰基甘油脂肪酶（Triacylglycerol Lipase）作为加工助

剂用于烘焙食品、乳品等食品。 

 据了解，本次应用申请由日本 Amano Enzyme Inc.公司提出。该公

司申请将柱状假丝酵母来源的三酰基甘油脂肪酶作为加工助剂，用于烘

焙制品、乳制品、油脂的加工。 

 2017年 7月 7日，澳新食品标准局就该应用征求有关意见，并收

到 6份意见。2017年 10月 25日，澳新食品标准局批准了修订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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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层论坛 

解读《关于食品用香料新品种 2-乙酰氧基-3-丁酮、食品

添加剂β-环状糊精等 4 种扩大使用范围的公告（2017 年 

第 10 号）》 

一、2-乙酰氧基-3-丁酮 

（一）背景资料。2-乙酰氧基-3-丁酮的分子式是 C6H10O3。欧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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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工艺必要性。该物质配制成食品用香精后用于各类食品（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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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环状糊精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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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用于胶基糖果、方便

米面制品、预制肉制品、熟肉制品、碳酸饮料、风味饮料等食品类别。

本次申请其使用范围扩大到除胶基糖果以外的其他糖果（仅限压片糖果）

（食品类别 05.02.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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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

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评估结果，该物质的每日允许摄入量不超

过 5 mg/kg 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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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工艺必要性。该物质用于除胶基糖果以外的其他糖果（仅限

压片糖果）（食品类别 05.02.02），保护产品的色泽和风味。其质量规格

应执行《食品添加剂β -环状糊精》（GB 1886.180-2016）。  

三、纽甜  

（一）背景资料。纽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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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蔬菜、腌渍的

蔬菜、胶基糖果、焙烤食品、水产品罐头、醋、复合调味料、含乳饮料

等食品类别。本次申请其使用范围扩大到方便米面制品（食品类别 

06.07）。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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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味剂用于食品。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

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评估结果，该物质的每日允许摄入量不

超过 2 mg/kg bw。  

（二）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甜味剂用于方便米面制品（食品类

别 06.07），调节产品口味。其质量规格应执行《食品添加剂 N-[N-(3,3-

二甲基丁基)]-L-α -天门冬氨-L-苯丙氨酸 1-甲酯（纽甜）》（GB 

29944-2013）。  

四、海藻酸丙二醇酯  

（一）背景资料。海藻酸丙二醇酯作为食品添加剂，已列入《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允许用于乳及乳制品、

水油状脂肪乳化制品、冰淇淋、雪糕类、可可制品、巧克力和巧克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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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胶基糖果、生湿面制品、生干面制品、方便米面制品、冷冻米面制

品、调味糖浆、饮料类等食品类别，本次申请其使用范围扩大到发酵面

制品（食品类别 06.03.02.03）、面包（食品类别 07.01）、糕点（食品类

别 07.02）、焙烤食品馅料及表面用挂浆（食品类别 07.04）、其他焙烤食

品（食品类别 07.05）。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日

本厚生劳动省等允许其作为增稠剂、乳化剂用于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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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摄入量不超过 70 mg/kg bw。  

（二）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增稠剂、乳化剂、稳定剂用于发酵

面制品（食品类别 06.03.02.03）、面包（食品类别 07.01）、糕点（食品

类别 07.02）、焙烤食品馅料及表面用挂浆（食品类别 07.04）、其他焙烤

食品（食品类别 07.05），改善产品感官特性。其质量规格应执行《食品

添加剂 海藻酸丙二醇酯》（GB 1886.226-2016）。  

五、磷酸（湿法）  

（一）背景资料。国家卫生计生委 2016年第 8号公告批准磷酸（湿

法）作为食品添加剂新品种，允许用于可乐型碳酸饮料，本次申请作为

食品用加工助剂用于制糖工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食品标准局、日本厚

生劳动省等允许其作为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用于食品。  

（二）工艺必要性。该物质作为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用于制糖工艺，

提高澄清效果。其质量规格应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 2016年第 8号公告的

相关内容执行。（来源：国家卫计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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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关于丙烯酸与乙二醛和丙烯酰胺的聚合物等 6 种

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的公告（2017 年 第 11 号）》 

一、丙烯酸与乙二醛和丙烯酰胺的聚合物 

（一）背景资料。丙烯酸与乙二醛和丙烯酰胺的聚合物为无色或浅

黄色透明液体，可溶于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该物质用于食品接

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日本制纸联合会未将该物质列入食品接触用

纸禁止使用的物质名单中。 

（二）工艺必要性。丙烯酸与乙二醛和丙烯酰胺的聚合物可作为纸

和纸板材料及制品生产过程中的湿强剂、干强剂和脱水剂使用，提高浆

料的利用率和保留率。该物质还可以帮助浆料中的填料和灰分保留在成

纸中，减少纤维的用量。 

（三）使用注意事项。添加该物质的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不得用于

辐照，使用温度不得超过 121℃；该物质不得用于生产婴幼儿专用食品

接触材料及制品。 

二、癸酸与 2-乙基-2-(羟甲基)-1,3-丙二醇辛酯的酯 

（一）背景资料。该物质为淡黄色液体，在 20℃时不溶于水。欧洲

委员会和瑞士均允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二）工艺必要性。该物质用于 PET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生产，

有利于聚合物中着色剂的分散。 

（三）使用注意事项。添加该物质的 PET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不得

用于接触乳制品、脂肪性食品和乙醇含量高于 10%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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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甲基-2-丙烯酸 1,2-亚乙基二(氧基-2,1-亚乙基)酯与 2-甲基-2-

丙烯酸 2-(二乙基氨基)乙基酯、2-甲基-2-丙烯酸 2-羟基乙基酯和 2-

甲基-2-丙烯酸 3,3,4,4,5,5,6,6,7,7,8,8,8-十三氟辛基酯的聚合物的

乙酸盐 

（一）背景资料。该物质室温下为白色固体，不溶于水、正辛醇、

正庚烷，可溶于四氢呋喃。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加拿大卫生部允许该

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建议该

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 

（二）工艺必要性。该物质用于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时可提高纸和

纸板的耐油性和防水性。 

（三）使用注意事项。添加该物质的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接触食品

的温度不得超过 100℃，时间不得超过 6小时。 

四、三(混合2,4-双(1,1-二甲基丙基)苯基和4-(1,1-二甲基丙基)苯基)

亚磷酸酯 

（一）背景资料。三(混合 2,4-双(1,1-二甲基丙基)苯基和 4-(1,1-

二甲基丙基)苯基)亚磷酸酯不溶于水和甲醇。国家卫生计生委 2016年第

5号公告已批准该物质作为添加剂用于 PE塑料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中，

最大使用量 0.15%，此次申请将其在 PE中的最大使用量扩大到 0.2%。美

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洲委员会批准其用于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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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艺必要性。该物质是一种亚磷酸酯类抗氧化剂，在 PE塑

料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加工过程中起稳定作用，防止其氧化降解。 

（三）使用注意事项。添加该物质的 PE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不得

用于接触婴幼儿配方食品和母乳；在超过 100℃的情况下接触脂肪性食

品时，该物质的最大使用量不得超过 0.15%；与脂肪性食品接触时，脂

肪转换因子（FRF）适用于迁移试验结果的校正。 

五、麦芽糊精 

（一）背景资料。麦芽糊精为白色或略带浅黄色的无定型粉末，可

溶于水。麦芽糊精已在GB 9685中被批准用于PE等多种塑料材料及制品，

本次拟批准将其使用范围扩大到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中。美国食品药品

管理局将麦芽糊精作为一般认为安全的物质（GRAS）管理，德国联邦风

险评估所将其列入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用物质清单中。 

（二）工艺必要性。该物质用作纸和纸板表面涂料中的乳胶粘合剂，

由于其亲水特性，有助于减缓纸张表面涂料的固化速度，增强流变性，

更好地控制纸张质量。 

六、乙烯与丙烯和 1,4-丁二醇二甲基丙烯酸酯的聚合物 

（一）背景资料。该物质常温下为固体，不溶于水，为高分子聚合

物，熔融温度 104℃~120℃。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盟委员会均允许

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二）工艺必要性。该物质用作食品接触用塑料的基础树脂，可提

高塑料成膜速度，降低生产过程的碳排放和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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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注意事项。使用该物质的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厚

度不超过100µm, 使用温度不得超过 100℃。（来源：国家卫计委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