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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导 读 

一

、 

协会资讯 

※ 协会陈理事长当选江苏质量投诉网领导委员会成员 

※ 协会为部分会员企业办理国际商事证明 

※ 协会提交四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修改意见 

二

、 

政策法规 

※ 关于调整 2018 年食品安全抽检计划中个别检验项目的通知 

※ 《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食品添加剂生产通用卫生规范》发布 

三 国内资讯 

※ 

 

92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编辑性错误得到纠正 

※ 

 

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有序开展 

四 国际资讯 

※ 

 

澳大利亚修改我国主管机关签发的进口证书使用规定 

※ 欧盟就蛋膜水解产物作为新型食品的安全性发布意见 

五 高层论坛 

※ 如何判定一种物质是否属于食品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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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会资讯 

协会陈理事长当选江苏质量投诉网领导委员会成员 

     2018年 8月 31日，协会理事长陈秋强先生当选在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支持指导下成立的江苏质量投诉网领导委员会成员。 

     江苏质量投诉网是由江苏省质量协会等五十家省级重点行业协会

共同成立的，旨在配合《江苏省质量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全面提升我省

产品与服务质量及品牌建设水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江苏质量投诉网（www.js12365.org.cn）主要通过网络渠道联合受

理并调解江苏地区跨市县跨行业的质量投诉，解答用户咨询，并向相关

执法部门及时反映用户诉求和群众关切的问题。 

协会为江苏金城、江阴味菱、江苏博立、常州普惠等会

员企业办理国际商事证明 

近日，协会秘书处先后为金城化学（江苏）有限公司、江阴味菱食

品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博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普惠瑞信（常州）食品

添加剂有限公司等会员企业办理法检目录外《出口产品健康证书》、《自

由贸易证书》等国际商事证明，为企业产品出口国际市场提供了极大的

便利。 

协会提交四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修改意见 

    最近，协会先后就酸式焦磷酸钙、聚偏磷酸钾、DL-丙氨酸、L-苏氨

酸四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草案提出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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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法规 

关于调整 2018 年食品安全抽检计划中个别检验项目的

通知 

（市监食监三〔2018〕63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各有关食品安全抽检承检机

构： 

     为进一步规范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增强监督抽检工作的科学

性、准确性，市场监管总局对上半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变化情况进行了

梳理，现就 2018年食品安全抽检计划中个别项目的调整情况说明如下： 

     一、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6月 22日发布的《关于发布婴幼儿

谷类辅助食品中镉的临时限量值的公告》（2018年 第 7号），将婴幼儿

谷类辅助食品中镉（以 Cd计）纳入 2018年食品安全抽检计划，检测方

法为“GB 5009.15、GB 5009.268”。 

     二、依据 2018年 6月“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官网”的食品

安全标准勘误板块发布的标准勘误，将食糖中二氧化硫残留量纳入 2018

年食品安全抽检计划，检测方法为“GB 5009.34”，判定依据为“GB 2760”；

将婴幼儿配方食品中叶酸的检测方法修改为“GB 5009.211”，泛酸的检

测方法修改为“GB 5009.210第一法”，各单位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及以

后抽取的样品按照勘误后内容进行监督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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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各食品安全抽检承检机构和各省级局应

密切关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含限量值）制修订情况，及时调整食品安

全抽检项目，并更新“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系统”中的国抽和省抽基

础表，市场监管总局不再另行通知。 

    联系人：蒲浩进 裴新荣    电话：010-88330579，010-67095881    

传真：010-88330559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2018年 7月 20日 

《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食品添加剂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发布 

     2018年 6月 2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发布了 GB31647-20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生产通用卫生

规范》，将于 2019年 6月 21日起施行。 

该标准规定了食品添加剂生产过程原料采购、加工、包装、标识、

贮存和运输环节以及生产场所、设施、人员的基本要求和管理准则。 

该标准适用于经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并以标准、公告等方式公

布的食品添加剂，包括营养强化剂、食品用香精和复配食品添加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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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资讯 

 92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编辑性错误得到纠正 

近日，国家食品安全安风险评估中心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信息管理

系统发布了包括食品添加剂硝酸钠、盐酸、氢氧化钠、环己基氨基磺酸

钠（甜蜜素）等在内的 92项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勘误，消除了相关产品生

产企业在标准方面的困扰。 

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有序开展 

为落实《食品安全法》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自 2013

年起协助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各省开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

作。通过此项工作，全面了解各项标准执行情况，判断标准实施后在保

障食品安全方面发挥的作用，了解标准各项要求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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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制定、修订，进一步完善标准体系提供依

据。 

为有效推动此项工作进展，该中心于 2015年建立了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跟踪评价及意见反馈平台（http://bz.cfsa.net.cn:9001/，以下简称

意见反馈平台），广泛收集监管部门、行业企业等标准使用者对标准设定

的技术指标、文本内容、实施效果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截止目前，通

过意见反馈平台共收到意见和建议 1万余条，涉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近

300项。对意见和建议的分析结果表明，各项食品安全通用标准受到了

广泛关注，包括食品中致病菌限量、污染物限量、食品添加剂使用要求、

食品标签要求等。关注内容包括标准指标设置是否合理、涉及的产品分

类是否清晰、配套的检验方法是否可行等等。婴幼儿配方食品、乳品等

产品标准也受到了重点关注。所收集到的意见已经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审评委员会秘书处汇总整理，作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定、修订计划的

重要参考。（摘自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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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资讯 

澳大利亚修改我国主管机关签发的进口证书使用规定 

据澳大利亚水利农业部（DAWR）消息，8月 17日，澳大利亚水利农

业部发布通告 97-2018，对中国主管机关所签发的进口证书使用规定作

出修改。 

 自 2018年 8月 21日起，出入境检验检疫职责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总署（ GACC ）负责管理。因此，GACC将开始使用新证书和印章。

8月 21日前原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旧版证书和印章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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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旧的和新的格式的证书可能都会出现。重要的

是确定证书颁发的日期，并将通过这种转变发现的任何真实性问题报告

给农业和水利部。 

根据进口条件的要求，变更的范围扩大到所有政府证书，包括健

康、兽医、熏蒸和植物检疫证书。与中国政府证书相关的安全特征保持

不变（来源：食品伙伴网）。 

欧盟就蛋膜水解产物作为新型食品的安全性发布意见 

据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消息，2018年 7月 23日，欧盟就蛋膜

水解产物（egg membrane hydrolysate）作为新型食品的安全性发布意

见。 

    应欧盟委员会的要求，欧盟膳食、营养和过敏症科学小组（NDA）按

照 法规（EU）2015/2283提供关于蛋膜水解产物作为新型食品安全性的

科学意见。蛋膜水解产物是一种水溶性的卵膜水解物，是通过对蛋壳薄

层进行碱性处理而得到的。它的主要成分是弹性蛋白、胶原蛋白和糖胺

聚糖。经过评估，专家小组得出结论，蛋膜水解产物作为新型食品在拟

议的使用限量下是安全的，剂量为 450mg/天，目标人群是普通成年人。

（来源：食品伙伴网） 

五、行业论坛 

如何判定一种物质是否属于食品原料？ 

如何判定一种物质是否属于食品原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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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否有传统食用习惯？ 

2、是否是卫计委批准的新食品原料、终止审查名单？ 

3、是否在药食同源名单、保健食品原料名单等？ 

下面详细介绍几种可参考的方法供大家参考。 

    一、食品原料判定方法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食品原料，食品原料具备食品的特性，符合应

当有的营养要求，且无毒、无害，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

慢性或者其他潜在危害。目前我国可以用作食品原料的物质主要包括：

普通食品原料（包括可食用的农副产品、取得 SC证书的加工食品）、新

食品原料、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简称药食同源物质）、保

健食品原料、可用于食品的菌种、食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等。 

   食品原料看似简单，实际应用的时候却难以判断，下面我们来看一

下判定的依据： 

   1、普通食品原料：目前判断一种物质是否是食品原料我们可以查

找已有食品标准、国家监管部门发布的函、公告以及已有通用限量标准

的分类目录中提到的物质；也可以查找该物质是否有传统食用习惯，传

统食用习惯也可以作为普通食品原料的判定依据，传统食用习惯是指在

省辖区域内有 30年以上作为定型或非定型包装食品生产经营的历史，且

未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新食品原料：新食品原料是指在我国无传统食用习惯的以下产品： 

（一）动物、植物和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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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中分离的成分； 

（三）原有结构发生改变的食品成分； 

（四）其他新研制的食品原料。 

   新食品原料主要是由国家卫计委公告发布，公告中还规定了相应的

规格要求以及使用限制等。  

终止审查的新食品原料名单在国家卫健委监督中心网站发布，终止

审查的原料分为三种情况： 

（1）经审核为普通食品或与普通食品具有实质等同的； 

（2）与已公告的新食品原料具有实质等同的； 

（3）其他终止审查的情况（例如已有国家标准的食品原料，或有传

统食用习惯的产品等）。 

   3、药食同源、保健食品原料：由《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

品原料管理的通知》（卫法监发[2002]51号）做出规定，该文件包含三

个附录，分别是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质名单、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

名单。 

   其中药食同源中的物质可以用做普通食品原料，保健食品原料只能

用于保健食品不能用于普通食品。 

   此外，2016年年底原食药总局还公布了第一批保健食品原料目录 

   4、食品菌种：其中可用于普通食品和婴幼儿食品的菌种由卫计委

公告发布，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真菌菌种名单由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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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其他： 

（1）食品添加剂，由 GB 2760以及相关的卫计委增补公告作出规定，

主要包括食品添加剂的功能类别、使用范围、使用量等； 

（2）营养强化剂，由 GB 14880以及相关的卫计委增补公告作出规

定，主要包括食品营养强化剂的使用范围、使用量等。 

   二、食品原料判定查找技巧 

   1、用“关键词+site:官网后缀”搜索法，如确认木鳖子是否可作

食品原料，百度搜索“木鳖子 site:gov.cn”，则可以找到木鳖子做药材

的依据（如图 1）； 

   2、一些比较常见的物质，找不到可食用依据时可利用国家食药总

局首页——企业查询——食品抽检数据库，搜索关键词进行查找，如在

抽检数据库中搜索橙皮，就可以找到橙皮以往的抽检结果，分类为水果

及其制品（如图 2），但是此方法不能作为最终的食品原料判定依据，我

们可根据抽检部门，查找被抽检企业的生产许可备案，并咨询官方确认。 

   3、如果需要确认的物质是植物类的，可以到《植物志》、《药典》

搜索该物质的别名、拉丁文等，再按照上述方法进行确认。《植物志》、

《药典》中的某些物质可以用做普通食品原料，是因为有添加剂标准，

或者在原卫生部发布的食药两用的名单内。除此之外《植物志》、《药典》

中的物质一般不能作为食品原料。 

   4、需要注意的是，百度百科等非官方的材料并不能作为最终的判

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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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判定食品原料可参考的资料 

   1、参考食品相关标准，如《GB 2760-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

添加剂使用标准》、《GB 14880-20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营养强化剂

使用标准》、GB/T 8854-1988 《蔬菜名称（一）》； 

   2、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

保健食品禁用物品名单；新食品原料名单；已被公告为普通食品的物品

名单；通过名单确定物品属性； 

   3、通过国家卫健委（原国家卫计委、原卫生部）有关公告、批复、

复函等可直接判定食品原料； 

   4、通过新食品原料（新资源食品）终止审查目录可直接判定食品

原料； 

   5、《关于新食品原料、普通食品和保健食品有关问题的说明》中公

布的普通食品名单可直接判定食品原料； 

   6、《关于香辛料标准适用有关问题的批复》内公布了确定的食品原

料名单和禁用名单； 

   7、《关于印发<可用于食品的菌种名单>的通知》中的菌种可用于生

产普通食品； 

   8、《关于公布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的公告》中的菌种可用

于生产婴幼儿食品； 

   9、《中国食物成分表》中所列食物品种是我国常见的食品类别； 

   10、《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中物品可作为保健食品原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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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植物志》、《药典》可以用来搜索该物质的别名、拉丁文等，

但是不能作为判定依据。 

   通过以上资料可以大致确定需要评定的物质是否可食用，具体是否

能用做普通食品原料，应以官方回复为准。（摘自食品伙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