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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导 读 

一、 协会资讯  

※ 协会召开二届三次会员大会暨二届三次理事会 

※ 协会参加泛长三角地区行业协会联席会议 2019 年年会 

※ 协会为《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年鉴（2019 版）》组稿 

二、 国内资讯  

※ 《关于葡糖淀粉酶等 28 种“三新食品”的公告》 

※ 海关总署关于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的公告 

※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食品中“塑化剂”污染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 

※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等 13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征求意见 

※ 海关总署关于执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公告 

※ 《食品安全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研讨会在京召开 

三、 国际资讯  

※ 

 

澳新拟批准一种α-淀粉酶作为加工助剂 

※ 

 

加拿大批准 L-赖氨酸盐酸盐用于部分加工零食 

※ 

 

欧盟评估乳酸N-四糖作为新型食品的安全性 

※ 德国 BfR 发布关于某些食品接触性材料安全性的声明 

四、 政策解读  

※ 司法部、市场监管总局就《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答记者问 

※ 《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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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会资讯  

协会召开二届三次会员大会暨二届三次理事会 

     2019年 10月 18日，协会第二届会员大会第三次会议暨二届三次

理事会在南京市召开。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巡视员马小平，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监

管处处长宋传荣，协会名誉理事长涂聪莉女士，协会理事长陈秋强，协

会副理事长单位丹尼斯克（中国）有限公司经理崔普峰，南京爱莎香精

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峰，徐州恒世食品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文辉，协

会秘书长陆学贤，副秘书长薛小红、余国新，协会理事会成员单位、协

会会员单位以及部分行业企业的领导和代表近七十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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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由协会副秘书长余国新主持。与会人员首先听取了协会理事长

陈秋强所做的《协会工作报告》。 

 

大会增选江苏中食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盐城捷康三氯蔗糖制

造有限公司、江苏迈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哥兰比亚营养品（苏州）

有限公司为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增选万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诺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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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江苏有限公司、南京康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为协会常务理事单

位，德之馨香精香料（南通）有限公司、优利德（江苏）化工有限公司

为协会理事单位，并由主席台就坐的领导为增选单位授牌。 

 

大会还授予金城化学（江苏）有限公司、丹尼斯克（中国）有限公

司、徐州恒世食品有限公司、南京爱莎香精有限公司、江苏食品药品职

业技术学院、哥兰比亚营养品（苏州）有限公司、盐城捷康三氯蔗糖制

造有限公司、江苏中食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扬中格拉斯白炭黑化

工有限公司、中诺生物科技发展江苏有限公司、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院、南京科技职业学院、南京华兴消泡剂有限公司、宿迁市现代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盐城伟冠食品有限公司、万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汉光甜味剂有限公司、江苏一鸣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三喜胶基制

造有限公司、江苏博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二十家会员单位为“2018-2019

年度优秀会员单位”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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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协会副秘书长余国新还为参会企业代表分享了《食品安全风

险隐患排查知识》，协会李海娜工程师分享了《江苏省化工产业整治提升

政策解读》。 

 

最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监管处处长宋传荣，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副巡视员马小平先后做了重要讲话，对协会一年来的工作给予高度

评价，并勉励协会和行业企业继续努力，为我省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

的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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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前，全体与会人员在会议承办单位金城化学（江苏）有限公司办

公大楼前合影留念。 

 

协会领导出席泛长三角地区行业协会联席会议 2019年年会 

泛长三角地区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联席会议 2019年年会于

2019年 11月 23日至 24日在上海市维也纳酒店召开，协会陈秋强理事

长、余国新副秘书长参加会议。 

    上海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名誉会长兼常务副会长吉鹤立教

授、秘书长魏新林教授、副秘书长王俊高级工程师、培训部主任周家春

教授、宣传部主任兼《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年鉴》编辑部主任王武航，

办公室主任朱凤媛，浙江省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会长邵斌、秘书

长何春毅，江西省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名誉会长蓝瑞浪、副秘书长伍

琼、宗明非，安徽省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秘书长杨文明、协会专家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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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珍教授，昆山市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秘书长谢平、办公室主任任

晓英等联席会议成员协会的近二十名领导和专家出席会议。 

 

    上海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吉鹤立教授主持会

议并作开场讲话，随后，联席会议各成员协会通报一年来的工作。 

 

    在会上，各协会围绕如何创新服务会员企业的方式，食品添加剂产

业如何定位及如何为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争取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

如何顺应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如何推动食品添加剂专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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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尤其是如何重新定位联席会议的地位及如何开展日常工作等问

题，各成员协会发表了意见和看法。 

    会议经过充分研究和讨论，达成如下共识： 

一、 积极关注食品添加剂产品及生产、使用的安全性，提高全民

的认知度； 

二、 积极关注食品添加剂企业的合理诉求，必要时以联席会议名

义协调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推动行业共性问题的解决； 

三、 在本联席会议范围内建立健全同类产品会员企业的横向联

系，加强信息沟通和交流； 

四、 借助国家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势头，加强各省、市食品

添加剂监管措施和经验的信息交流，努力配合和推动长三角地区食品添

加剂行业监管一体化制度的建立； 

五、 积极推动食品添加剂专业园区的建设； 

六、 积极推动有关食品、食品添加剂及配料团体标准的制定工作； 

七、 将《中国食品添加剂及配料使用手册》、《中国食品添加剂和

配料年鉴》编纂纳入联席会议工作范畴； 

八、 尽快成立联席会议专家委员会并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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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3日下午会议结束后，与会代表在会议大厅合影留念。 

协会组织会员企业为《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年鉴（2019版）》组稿 

根据 2019年 11月 24日泛长三角地区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

联席会议达成的共识，协会先后组织副理事长单位徐州恒世食品有限公

司、南京爱莎香精有限公司、哥兰比亚营养品（苏州）有限公司、江苏

中食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盐城捷康三氯蔗糖制造有限公司、江苏

迈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年鉴（2019版）》

组稿，文稿或宣传企业，或宣传企业人物，或介绍企业工艺技术，为扩

大我们江苏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企业在国内同行业的影响力助力。 

同时，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姚卫蓉教授、翟玮玮教授、谢婧婧教授

三人登上《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年鉴（2019版）》学者专家栏目，展

现了江苏省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顶级专家的风采。 



江苏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简讯                 [11]                  2019年第 4 期 

二、国内资讯  

国家卫健委《关于葡糖淀粉酶等 28种“三新食品”的公告》 

2019年 12月 13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

司在官网上以“2019年第 6号公告”，宣部通过葡糖淀粉酶等 11种食品

添加剂新品种、聚环辛烯等 17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的安全性评估材料

审查。 

一、食品添加剂新品种：葡糖淀粉酶（食品工业用酶制剂）；

(1R,2S,5R)-N-(4-甲氧苯基)-5-甲基-2-(1-甲基乙基)环己基甲酰胺

（食品用香精）；2-（4-甲基苯氧基）-N-（1H-吡唑-3-基）-N-（噻吩

-2-基甲基）乙酰胺（食品用香精）；维生素 K2（合成法）（食品营养强

化剂）；丙酸钙（防腐剂）；红曲黄色素（着色剂）；焦糖色（亚硫酸铵

法）（着色剂）；ε -聚赖氨酸盐酸盐（防腐剂）；辣椒红（着色剂）；硬

脂酰乳酸钠（乳化剂、稳定剂）；植物炭黑（着色剂）。 

  二、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聚环辛烯、甲醛与 3-甲基苯酚的聚合物

的丁醚；丙烯酰胺与二烯丙基二甲基氯化铵、衣康酸和丙烯酸的共聚物；

丙烯酸和丙烯酸丁酯的聚合物与 N,N-二乙基乙胺的化合物；三聚氰胺与

甲醛的聚合物的异丁基化醚；1,3-二氢-1,3-二氧代-5-异苯并呋喃羧酸

与 2-乙基-2-(羟甲基)-1,3-丙二醇、1,2-丙二醇和 1,2,3-丙三醇的聚

合物；2-羟基-苯甲酸与甲醛和 2,4-二氨基-6-苯基-1,3,5-三嗪的乙基

化甲基化聚合物；微晶石蜡和烃蜡；C14-C18和 C16-C18-不饱和脂肪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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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与苯酚、对叔丁基苯酚和正丁醇的聚合物；甲醛与正丁醇和苯酚的

反应产物；1,3-苯二甲酸与 1,4-苯二甲酸、1,4-丁二醇、丙二醇和己二

酸的共聚物；1,3-苯二甲酸与 1,4-苯二甲酸、癸二酸、2,2-二甲基-1,3-

丙二醇和 1,2-乙二醇的聚合物；1,3-苯二甲酸与 1,4-苯二甲酸、1,4-

环己烷二甲醇、2,2-二甲基-1,3-丙二醇和 1,2-乙二醇的聚合物；1,3-

苯二甲酸与癸二酸、1,4-苯二甲酸-1,4-二甲酯、2,2-二甲基-1,3-丙二

醇和 1,2-乙二醇的聚合物；甲醛与三混甲酚的聚合物；甲醛与 4,4'-(1-

甲基亚乙基)双[苯酚]、3-甲基苯酚和 4-甲基苯酚聚合物的丁基醚。（来

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关于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的公告 

海关总署 2019年第 182号公告：根据《国务院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

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的通知》（国发〔2019〕25号）精

神，海关总署决定自 2019年 12月 1日起，对海关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开

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审批改为备案”2项 

  对登记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企业申请“报关企业注册登记”实

施“审批改为备案”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对“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

核准”实施“审批改为备案”改革。 

  二、“实行告知承诺”1项 

  对全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内口岸区域的“口岸卫生许可证（涉及

公共场所）核发”实施“实行告知承诺”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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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优化审批服务”12项 

  在全国范围内，对“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业务的检验许可”“口岸卫

生许可证（涉及食品、饮用水）核发”“免税商店设立审批”“保税物流

中心（A型）设立审批”“保税物流中心（B型）设立审批”“从事进出境

检疫处理业务的单位认定”“出口监管仓库设立审批”“保税仓库设立审

批”“海关监管货物仓储审批”“出境动物及其产品、其他检疫物的生产、

加工、存放单位注册登记”“出境植物及其产品、其他检疫物的生产、加

工、存放单位注册登记”“进口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国内收货人注册登

记”实施“优化审批服务”改革。 

  相关改革事项详细改革信息见附件，办理过程中的具体业务问题，

请拨打海关热线：12360。 

  以上改革试点事项自 2019年 12月 1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2019年 11月 27日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食品中“塑化剂”污染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 

为进一步落实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强食品安全管

理，防控油脂类、酒类食品受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俗称塑化剂）污染

风险，保障食品安全，现提出以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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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食品生产者应加强原辅料管控，建立并严格落实原辅料供应商

审核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对采购的油脂类、酒类食品原辅料，无法提

供合格证明的，要开展塑化剂项目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二、食品生产者应加强食品相关产品管控，建立并严格落实食品相

关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在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的基

础上，对无法提供合格证明的塑料包装材料、密封垫片等开展塑化剂项

目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不得使用含有塑化剂的塑料包装材料、

密封垫片等包装油脂类、酒类食品。 

三、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加强油脂类、酒类食品生产经营过程防控，

使用塑料材质的设备设施、管道、垫片、容器、工具等，不得含有塑化

剂，避免食品接触污染。应加强贮存、运输、交付、销售等环节控制，

防止因贮存温度高、运输交付不当等问题造成塑化剂污染。鼓励企业使

用不锈钢材质的设备设施、管道、容器、工具等。 

四、企业生产经营的油脂类、酒类食品，应符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

门关于塑化剂最大残留量的规定。白酒和其他蒸馏酒中邻苯二甲酸二（α

-乙基己酯）（DEHP）和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的含量，分别不高于 5 

mg/kg和 1 mg/kg。油脂类、酒类食品中 DEHP（白酒、其他蒸馏酒除外）、

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INP）、DBP（白酒、其他蒸馏酒除外）最大残留

量，分别为 1.5 mg/kg、9.0 mg/kg、0.3 mg/kg。 

五、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重点检查油脂类、酒类食

品生产经营者塑化剂防控措施落实情况，严查原辅料采购、生产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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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存、运输、销售等环节是否存在塑化剂污染风险，严查食品包装材料

和盛放食品的容器是否含有塑化剂。加强风险监测，发现存在塑化剂污

染风险问题的，要督促企业排查原因、彻底整改。严厉查处生产经营过

程中非法添加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的违法违规行为。 

六、本指导意见所称油脂类食品，包括食用植物油、食用油脂制品、

食用动物油脂、含油调味料及富含油脂的食品等脂肪性食品；酒类食品，

包括白酒、食用酒精、葡萄酒、配制酒、黄酒、果酒和其他蒸馏酒等乙

醇含量高于 20%的食品。 

  市场监管总局    

  2019年 11月 3日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等 13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征求意见 

各有关单位： 

  根据《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我委组织起草了《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等 13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征求意见

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请于 2020年 2月 28日前登录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管理信息系统（http://bz.cfsa.net.cn/cfsa_aiguo）在线提

交反馈意见。 

  附件：征求意见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目录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 

2019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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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征求意见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目录 

序号 名  称 

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征求意见稿） 

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征求意见稿） 

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征求意见稿） 

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散装即食食品中致病微生物限量（征求意见稿） 

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征求意见稿） 

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面米与调制食品（征求意见稿） 

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酒酿（征求意见稿) 

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碳酸锰（征求意见稿） 

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硒酸钠（征求意见稿） 

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制品良好生产规范（征求意见稿） 

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粉状婴幼儿配方食品良好生产规范（征求意见稿） 

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香兰素、甲基香兰素、乙基香兰素和香豆素

的测定（征求意见稿） 

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哺乳动物体内碱性彗星试验（征求意见稿） 

  

《食品安全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研讨会在京召开 

为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制度，严格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

监督检查，11月 4日至 5日，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司召集北京、天津

等 16个省（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监管相关负责同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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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研究院、总局食品审评中心有关专家在北京召开《食品安全监督

检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研讨会，就《办法》相关内容进行

讨论，听取意见建议。 

研讨会就如何在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工作中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以及新修订发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有关要求进行深入探讨，围绕《办法》

制度框架、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主体、检查事权、检查类型、检查方式以

及监督检查的“双随机、一公开”与“全覆盖”等内容展开热烈讨论、

充分论证，为制定《办法》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建议。 

总局食品生产司、食品经营司、特殊食品司负责《办法》起草的相

关同志参加了会议。（来源：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 

国家卫健委公示第二届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成员 

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组织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成立由医学、农业、

食品、营养、生物、环境等方面的专家组成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

员会（以下简称“评估委员会”）开展风险评估。经有关部门、机构推荐

和遴选，形成了第二届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拟任委员名单，

现将名单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为 2019年 12月 13日至 2019年 1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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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拟任委员人选的意见和建议可通过传真（010-68792608）或邮件

（jcpgc@nhc.gov.cn）向国家卫健委反映，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以

单位名义反映的须加盖单位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的须署实名并提供联

系方式。 

（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关于执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的公告 

2019年第 196号 

2019年 10月 3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第 29号令公布了《产业结构

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规定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现就海

关执行中的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自 2020年 1月 1日起，对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鼓励类范围的国内投资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以及

按照合同随上述设备进口的技术和配套件、备件，除相关《国内投资项

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和《进口不予免税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

目录》所列商品外，按照《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

（国发〔1997〕37号）和海关总署公告 2008年第 103号及其他相关规

定免征关税，照章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 

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施行后，投资主管部门

按照该目录出具的《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以及直属海关

确认投资总额在 5000万元及以上国内投资项目适用产业政策条目时按

照该目录出具的《适用鼓励类产业政策条目确认通知单》中，“项目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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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条目”或“项目适用产业政策条目”的内容为有关投资项目适用的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第一类 鼓励类”所列产业

政策条目（代码由“V”和 4位数字组成）；“项目性质”为“国内投资鼓

励项目（M）”。例如，某国内投资项目适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第一类 鼓励类”所列产业政策条目第一项第 1条有关要求，则

其适用的产业政策条目及代码为“农田建设与保护工程（含高标准农田

建设、农田水利建设、 高效节水灌溉、农田整治等），土地综合整治

（V0101）”。 

三、为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对于 2020年 1月 1日以前（不含当日，

下同）审批、核准或备案的国内投资项目（以项目的审批、核准或完成

备案的日期为准，下同），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 修

正）》鼓励类范围的，在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以及按照合同随上述

设备进口的技术和配套件、备件，可继续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免征关税、

照章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手续。但有关项目单位应取得投资主管部门出

具的《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或直属海关出具的《适用鼓

励类产业政策条目确认通知单》（上述文件应于 2021年 1月 1日以前出

具，其中“项目产业政策条目”或“项目适用产业政策条目”仍按项目

适用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中有关条目及代

码填写），按规定向海关办理减免税审核确认手续。 

对于 2020年 1月 1日以前审批、核准或备案的国内投资项目，同时

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类范围，有关项目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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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取得投资主管部门按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出具

的《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或直属海关按照《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出具的《适用鼓励类产业政策条目确认通知

单》的，可按规定向海关办理减免税审核确认手续。 

四、对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鼓励

类范围的国内投资在建项目，但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

本）》鼓励类范围的，该项目进口的自用设备以及按照合同随上述设备进

口的技术和配套件、备件，可参照本公告第一条的规定享受进口税收优

惠政策，但进口设备已经征税的，所征税款不予退还。 

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2019年 12月 11日 

四、国际资讯  

澳新拟批准一种α-淀粉酶作为加工助剂 

2019年 10月 23日，澳新食品标准局（FSANZ）发布 99-19通知，

其中 A1185号申请请求允许一种α -淀粉酶（Alpha-amylasee）作为加工

助剂。 

   据了解，这种α -淀粉酶是由转基因黑曲霉（GM Aspergillus niger）

菌株深层发酵产生的，表达来自微小根毛霉（Rhizomucor pusillus）的

α -淀粉酶基因。该酶制剂是液体制剂，作为淀粉加工和饮用酒精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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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助剂使用。（来源：食品伙伴网） 

加拿大批准 L-赖氨酸盐酸盐用于部分加工零食 

2019年 11月 6日，加拿大卫生部发布 NOM/ADM-0140号文件，修订

《其他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列表》，批准 L-赖氨酸盐酸盐（L-Lysine 

Monohydrochloride）用于部分加工零食，以抑制在生产过程中丙烯酰胺

的形成。 

   据了解，按 L-赖氨酸计算，其要求的最大用量为 0.8%。该规定将

于 2019年 11月 6日生效。（来源：食品伙伴网） 

欧盟评估乳酸N-四糖作为新型食品的安全性 

2019年 12月 3日，应欧盟委员会要求，欧盟膳食、营养和过敏症

科学小组（NDA）就乳酸 N-四糖（lacto‐N‐tetraose，LNT）作为一种

新型食品的安全性发布意见。 

   乳酸 N-四糖主要由 LNT组成的粉末混合物，同时含有 d-乳糖和其他

低聚糖，它是通过转基因大肠杆菌 K-12发酵产生，经过评估专家组评估，

乳酸 N-四糖拟议的食品用途和最大用量如下表所示。 

食品种类 拟定最大用量 

未调味的巴氏灭菌和灭菌（包括超高温灭

菌）乳 
1.0g/L 

未调味的发酵乳制品 1.0g/L（在饮料中），10g/kg（非饮料） 

风味发酵乳制品（包括热加工乳制品） 1.0g/L（在饮料中），10g/kg（非饮料） 

谷物棒 10g/kg 

(EU) No 609/2013 中规定的婴儿配方奶

粉 

在最终产品中按照最高 0.8 g / L使用，

按原样销售或按照制造商的说明进行配制 

(EU) No 609/2013 中规定的幼儿配方奶 在最终产品中按照最高 0.6g / L使用，按



江苏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简讯                 [22]                  2019年第 4 期 

粉 原样销售或按照制造商的说明进行配制 

(EU) No 609/2013 中规定的婴幼儿加工

谷类食品 

(EU) No 609/2013中规定的幼儿乳制品 

在最终产品中按照最高 0.6g / L使用，按

原样销售或按照制造商的说明进行配制。 

5g/kg（除饮料外） 

(EU) No 609/2013中规定特殊药用食品 根据具体情况使用 

(EU) No 609/2013中规定减肥代餐食品 2.0g/L（饮料）；20g/kg（非饮料） 

  申请者还打算将此种新型食品作为食品补充剂进行销售，目标人群

为 1岁以上的人，每日最大摄入量为 2g。如果同一天食用其他添加了乳

酸 N-四糖的食物，则不建议食用此种食品补充剂。（来源：食品伙伴网） 

德国 BfR发布关于某些食品接触性材料安全性的声明 

近日，德国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BfR）发布关于使用由三聚氰胺甲

醛树脂（melamine-formaldehyde resin，MFH）制成的食品接触性材料

的声明。 

   这些树脂经常与竹纤维混合作为填料制成可重复利用的咖啡杯和

餐具。德国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 Andreas Hensel教授表示，这些产品并

不适合在所有情况下用作食品接触性材料，因为在高温下，有害的三聚

氰胺和甲醛会从材料迁移到食物中，而从‘竹制品’中释放的甲醛和三

聚氰胺比从‘传统’三聚氰胺树脂杯中释放的要多，这一比例平均高达

30%以上。 

   德国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审查了一些食品接触性材料中释放甲醛

和三聚氰胺的实验数据，当与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和德国联邦风险

评估研究所内部设定的每日可容许摄入量进行比较发现，在某些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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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甲醛的摄入量超过限量的 30倍，儿童超过限量的 120倍。德国联邦

风险评估研究所提醒消费者不要将 MFH餐具在微波炉中使用，并建议欧

盟将甲醛的迁移限量从目前的 15 mg/kg降低到 6 mg/kg。（来源：食品

伙伴网） 

四、政策解读  

司法部、市场监管总局就《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答记者问 

     2019年 10月 1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第 721号国务院令，

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条例》自 2019年 12月 1日起施行。日前，司法部、市场监管总

局负责人就《条例》的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请简要介绍一下《条例》的修订背景。 

     答：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

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以食为天，

食品安全工作必须抓得紧而又紧，落实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

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所有食品安全违法行为都要追究到

个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李克强总理强调，要加快健

全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权威监管体系，落实最严格的全程监管制度，

严把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对违法违规行为要零容忍、出快手、

下重拳。韩正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多次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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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4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称新《食品安全法》）。新《食品

安全法》实施以来，我国食品安全整体水平稳步提升，食品安全总体形

势不断好转，但仍存在部门间协调配合不够顺畅，部分食品安全标准之

间衔接不够紧密，食品贮存、运输环节不够规范，食品虚假宣传时有发

生等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同时，监管实践中形成的一些有效做法也

需要总结、上升为法律规范。根据新《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针对当前

存在的实际问题，有必要对 2009年 7月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进行修订。 

     问：请简要介绍一下《条例》的修订过程。 

     答：2016年 7月，原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向国务院报送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收到此件后，原国

务院法制办先后两次征求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和部分行业协会、企业的

意见，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赴天津、吉林、黑龙江等地调研；多次

召开企业座谈会听取意见。在此基础上，原国务院法制办会同原食品药

品监管总局、原卫生计生委、原质检总局、原农业部等部门对送审稿作

了反复研究、修改，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修

订草案）》。2018年 9月，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根据会议精神，司法部、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对草案作了

修改完善。2019年 3月 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草案，2019

年 10月 11日，国务院正式公布《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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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条例》的总体思路是什么？ 

     答：《条例》在总体思路上主要把握了以下几点：一是细化并严格

落实新《食品安全法》，进一步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二是坚持问题导向，

针对新《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食品安全领域依然存在的问题，完善相

关制度措施。三是重点细化过程管理、处罚规定等内容，夯实企业责任，

加大违法成本，震慑违法行为。 

     问：《条例》在进一步明确职责、强化食品安全监管方面作了哪些

规定？ 

     答：主要有五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统一权

威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加强监管能力建设。二是强调部门依法履职、

加强协调配合，规定有关部门在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事故处置、

监督管理等方面的会商、协作、配合义务。三是丰富监管手段，规定食

品安全监管部门在日常属地管理的基础上，可以采取上级部门随机监督

检查、组织异地检查等监督检查方式；对可能掺杂掺假的食品，按照现

有食品安全标准等无法检验的，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可以制定补充

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四是完善举报奖励制度，明确奖励资金纳入各级

人民政府预算，并加大对违法单位内部举报人的奖励。五是建立黑名单，

实施联合惩戒，将食品安全信用状况与准入、融资、信贷、征信等相衔

接。 

     问：《条例》在完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食品安全标准等基础性制

度方面作了哪些规定？ 



江苏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简讯                 [26]                  2019年第 4 期 

     答：完善食品安全基础制度，有利于提高食品安全工作的科学性、

有效性。为此，《条例》从四个方面对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标准制定作了

完善性规定：一是强化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结果的运用，规定风险监测结

果表明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监管部门经调查确认有必要的，要及时通知

食品生产经营者，由其进行自查、依法实施食品召回。二是规范食品安

全地方标准的制定，明确对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不得制定地方标准。三

是允许食品生产经营者在食品安全标准规定的实施日期之前实施该标

准，以方便企业安排生产经营活动。四是明确企业标准的备案范围，规

定食品安全指标严于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应当备案。 

     问：条例在进一步落实生产经营者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方面作了

哪些规定？ 

     答：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条例》从四个方面进一

步强调了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一是细化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规定主要负责人对本企业的食品安全工作全面负责，加强供货者管理、

进货查验和出厂检验、生产经营过程控制等工作。二是规范食品的贮存、

运输，规定贮存、运输有温度、湿度等特殊要求的食品，应当具备相应

的设备设施并保持有效运行，同时规范了委托贮存、运输食品的行为。

三是针对实践中存在的虚假宣传和违法发布信息误导消费者等问题，明

确禁止利用包括会议、讲座、健康咨询在内的任何方式对食品进行虚假

宣传；规定不得发布未经资质认定的检验机构出具的食品检验信息，不

得利用上述信息对食品等进行等级评定。四是完善特殊食品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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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殊食品的出厂检验、销售渠道、广告管理、产品命名等事项作出规

范。 

     问：《条例》对法律责任作了哪些完善？ 

     答：主要作了五方面的规定：一是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食品安

全违法行为追究到人的重要精神，对存在故意违法等严重违法情形单位

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罚款。二是细化属于情节严重的具体情形，为执法中的法律适用提

供明确指引，对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从重从严处罚。三是针对《条例》

新增的义务性规定，设定严格的法律责任。四是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依

法实施召回或者采取其他有效措施减轻、消除食品安全风险，未造成危

害后果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以此引导食品生产经营者主动、及

时采取措施控制风险、减少危害。五是细化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和公安机

关的协作机制，明确行政拘留与其他行政处罚的衔接程序。 

     问：社会各界对学校的食品安全工作高度关注，请问《条例》对

加强学校食品安全监管规定了哪些措施？ 

     答：学校的食品安全关系广大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广受社会关注。

为细化新《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进一步加强学校食品安全，《条例》规

定，学校食堂应当执行原料控制、餐具饮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制度，

并定期开展食品安全自查；承包食堂的，应当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对食

堂的食品安全负责；学校应当督促承包方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并承

担管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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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保健食品监管是食品安全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请问《条例》

在加强保健食品监管方面有哪些新规定？ 

     答：保健食品属于特殊食品，安全风险较高，国家对其实行严于一

般食品的监管制度。为进一步加强监管，在新《食品安全法》基础上，

《条例》主要补充了以下内容：一是不允许对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制定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防止一些食品生产者对本应实行特殊严格管理措施

的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以地方特色食品的名义生产，逃避法定义务。二

是加强生产环节的把关，规定保健食品生产工艺有原料提取、纯化等前

处理工序的，生产企业应当具备相应的原料前处理能力。三是加强对销

售环节的监管，规定销售者应当核对保健食品标签、说明书内容是否与

经注册或者备案的内容一致，不一致的不得销售；保健食品不得与普通

食品或者药品混放销售。 

     问：目前，食品虚假宣传问题时有发生，侵害了消费者权益，并

带来食品安全隐患，请问《条例》对食品虚假宣传行为规定了哪些措施？ 

     答：为进一步治理食品虚假宣传，《条例》在新《食品安全法》基

础上补充了以下规定：一是禁止利用包括会议、讲座、健康咨询在内的

任何方式对食品进行虚假宣传。二是明确非保健食品不得声称具有保健

作用。三是针对实践中一些组织和个人擅自发布未取得我国资质认定的

机构出具的食品检验信息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行为，《条例》规定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发布未依法取得资质认定的食品检验机构出具的食品检验信

息，不得利用上述检验信息对食品、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等级评定，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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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误导消费者，对违法者最高可以处 100万元罚款。（来源：食品伙伴

网） 

《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解读 

为了加强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定、实施

和监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

了《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已于 2019

年 12月 13日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19年第 16次局务会议审议通

过，自 2020年 6月 1日起施行，现对有关要点解读如下。 

     一、为什么要制定《办法》？ 

     一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需要。新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以下简称“新《标准化法》”）于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定、实施和监督管理等方面都提出

了新的要求，对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等单位的工作职责进行了规定，并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范围、实施、复

审等要求予以进一步明确。为了贯彻落实新《标准化法》要求，有必要

制定《办法》。 

     二是完善标准化管理制度体系的需要。强制性国家标准是我国标准

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层级，但是现行标准化管理制度体系中，并没有专门

针对强制性国家标准全面系统性的管理文件。原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0

年发布的《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推荐性国家标准的

管理作了统一规定，但二者在标准属性、功能定位上都有所不同，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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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标准化法》发布后，已不再适应新的工作要求。为了完善标准化

管理制度体系，构建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的体制机制，有必要制定《办

法》。 

     三是实现与国际接轨的需要。我国于 2001年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

织（WTO）成员，并提出强制性国家标准是技术法规在我国的主要体现形

式之一。《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WTO/TBT）关于技术法规制定、通报等

都有非常明确和具体的要求。为了体现 WTO/TBT的相关要求，与国际协

议更好接轨，有必要制定《办法》。 

     二、如何确保社会各方有效参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为促进社会各方有效参与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加强制修订

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办法》在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项目提出、立项、

征求意见、对外通报、实施监督等阶段均提供了社会各方参与标准制修

订的途径或方式。这里的社会各方，包括了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

消费者组织、科研教育机构以及公民。比如，项目提出阶段，社会各方

可以向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也

可以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建议；立项阶段，社会各方可以在项

目公示时提出有关意见建议等。 

     为贯彻落实最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

例，《办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强制性国家标准对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

业平等适用；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和内资企业平等参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

制定、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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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为什么强制性国家标准取消条文强制、实行技术要求全部强

制？ 

     强制性国家标准取消条文强制、实行技术要求全部强制，是《办法》

作出的重要改变。根据 2000年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关于强制

性标准实行条文强制的若干规定》，过去存在很多条文强制的强制性国家

标准，即标准文本中，仅有少部分技术要求是强制的，其他大部分技术

要求都是推荐的。这样的标准往往针对单一产品制定，技术要求除了涉

及健康、安全等底线要求，还包括不需要强制的一般性能或功能要求。

这样造成了强制性标准数量众多、内容分散，不同标准之间指标不协调、

不一致等问题。2016年国办印发的《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工作方案》要

求将条文强制逐步整合为全文强制。新《标准化法》将强制性国家标准

严格限定在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

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的技术要求。因此，只要强制性国家标准

技术内容符合新《标准化法》所限定的范围，便应当全部强制，为此《办

法》第十九条规定“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技术要求应当全部强制……”。技

术要求全部强制后，将改变过去一个产品制定一个强制性标准的做法，

优先制定适用于跨行业跨领域产品、过程或服务的通用强制性国家标准。 

     四、为什么强制性国家标准前言中不再标注起草单位和起草人？ 

     强制性国家标准前言中不再标注起草单位和起草人，是《办法》的

一大改革。主要原因一是强制性国家标准参照技术法规，不适宜标注起

草单位、起草人；二是最高法院曾有解释明确提出，强制性国家标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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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版权。对于此类公共产品，就像其他法律法规一样，不应标注起草单

位和起草人；三是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多年

来已经不再标注起草单位和起草人。同时，为保护各方参与标准化工作

的积极性，《办法》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后，起草单位和

起草人信息可以通过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 

     五、为什么要设置以及如何设置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过渡期？ 

     强制性国家标准过渡期是指从标准发布到标准实施的时间段。之所

以设置过渡期，既是为企业开展技术改造、顺利过渡到生产（或提供）

满足新标准的产品（或服务）留出时间，也是为消化已经上市的产品留

出时间。 

     由于不同产品（或服务）涉及的技术改造、成本投入、生产周期、

销售周期等差别很大，无法对过渡期进行统一规定，《办法》第二十一条

规定了过渡期的设置原则，即在标准起草时，应充分研究标准实施所涉

及的技术改造、成本投入、老旧产品退出市场时间等各类复杂因素，谨

慎提出过渡期的建议。征求意见时，要求将拟订的过渡期同标准一起征

求意见。 

     此外，为了避免造成资源浪费，让企业自我调整好生产经营节奏，

《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后实施前，企业可以选

择执行原强制性国家标准或者新强制性国家标准。 

     六、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专利和版权时如何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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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引起法律纠纷，《办法》第五

十一条规定“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应当按照国家标准涉及专利

的有关管理规定执行”。根据 2013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知识

产权局发布的《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暂行）》，强制性国家标

准一般不涉及专利，确有必要涉及专利的，应当及时要求专利权人或者

专利申请人作出专利实施许可声明。如果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拒绝

作出公平、合理、无歧视条件下的专利实施许可声明，应当由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及相关部门和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

协商专利处置办法。 

     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采用国际标准的，可能会涉及到相关国际标准

化组织的版权。为了保护相关方的版权，对于参考、采用相关国际标准

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办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

参考相关国际标准的，应当遵守相关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版权政策”。因此，

有关部门在参考、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时，应当了解

和遵守相关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版权政策。 

     七、本《办法》与原有相关管理办法的关系如何处理？ 

     原有强制性标准管理规章制度主要包括《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原

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0年发布）、《关于强制性标准实行条文强制的若干规

定》（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2000年发布）和《关于加强强制性标准管

理的若干规定》（国家标准委 2002年发布）。本《办法》施行后，有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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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中涉及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的内容与本《办法》规

定不一致的，以本《办法》规定为准。（来源：食品伙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