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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2019 年第三季度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分析的公告 

来源：北京市市监局 2019-10-11 

原文链接：http://gsj.beijing.gov.cn/gzfw/spzlgs/shipinzlgs/201910/t20191011_14696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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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 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公告（第 37 期） 

来源：福建省市监局 2019-10-11 

原文链接：http://zjj.fujian.gov.cn/scjggg/201910/t20191011_5042128.htm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2019 年 9 月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果的通告 

来源：广东省市监局 2019-10-11 

原文链接：http://amr.gd.gov.cn/zwgk/zdlyxxgk/spaqxx/spcj/content/post_2644292.html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2051 批次食品安全抽检情况的通告 （2019 年第 33 号） 

来源：重庆市市监局 2019-10-11 

原文链接：http://scjgj.cq.gov.cn/c/2019-10-11/492205.shtml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 年第 36 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公告 

来源：山西省市监局 2019-10-11 

原文链接：http://scjgj.shanxi.gov.cn/content/gg/5d9fe869e4b09a64a8d43510.htm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公告（2019 年第 38 期） 

来源：湖北省市监局 2019-10-11 

原文链接：http://scjg.hubei.gov.cn/jg/cjgg/707420.htm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350 批次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的公示 

来源：湖南省市监局 2019-10-11 

原文链接：http://amr.hunan.gov.cn/amr/ztx/cjxxx/201910/t20191011_10472863.html   

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 2019 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公示 （第三十九期） 

来源：宁夏市监厅 2019-10-10 

原文链接：http://scjg.nx.gov.cn/article/1531.html?tdsourcetag=s_pcqq_aiomsg  

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2 批次糕点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19 年第 40 号) 

来源：天津市市监委 2019-10-10 

原文链接：http://scjg.tj.gov.cn/xwzx/gs/spcjxx/cjgg/gcgg/44021.html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 年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情况通报（第三十七期） 

来源：深圳市市监局 2019-10-10 

原文链接：http://amr.sz.gov.cn/xxgk/qt/ztlm/spaq/spaqjg/201910/t20191010_18259420.htm  

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关于 4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19 年第 36 期） 

来源：贵州省市监局 2019-10-10 

原文链接：http://amr.guizhou.gov.cn/zwgk/xxgkml/zdlyxx/sjspcjtg/201910/t20191010_69126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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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我输日食品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情况（10 月 15 日更新）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19-10-15 

发布日期 品名 制造者 不合格内容 检疫所 输入者 备考 

10 月 10 日 
加热后摄食冷冻食品(冻结

前未加热):冷冻鱿鱼 

舟山市东海田园食品

有限公司 

检出 细菌总数 6.1×10⁶
/g 

東京二

課 

株式会社
YKMP 

自主

检查 

10 月 10 日 硫酸钙(石膏) 
SUN TEN 制药
CO.,LTD. 

成分规格不合格(含量、

强热減量不合格) 
横浜 

順天堂日本合

同会社 

自主

检查 

10 月 10 日 花生制品 
烟台枫林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检出 黄曲霉毒素 39μg 

/kg(B1: 33.7, B2: 5.7 ) 
東京 

株式会社シジ

シージャパン 

命令

检查 

10 月 10 日 
生食用冷冻水产品：冷冻

玫瑰色无骨鳕鱼片 

荣成市信达食品有限

公司 
大肠菌群阳性 東京 株式会社釣八 

监控

检查 

10 月 10 日 
加热后摄食冷冻食品(冻结

前未加热):冷冻去皮毛豆 

LONG HAI YI DE 工

贸 
大肠杆菌阳性 福岡 

株式会社西原

商会 

自主

检查 

10 月 10 日 
加热后摄食冷冻食品(冻结

前加热):烤鸡肉串 

辽宁嬴德食品集团有

限公司 
大肠菌群 阳性 

神戸二

課 

ジャパンフー

ド株式会社 

监控

检查 

10 月 10 日 
加热后摄食冷冻食品(未加

热):冷冻青梗菜 

青岛吉龙农产有限公

司 

检出细菌总数 4.3×10⁶
/g 

東京 
株式会社フェ

イス 

自主

检查 

2019 年 8 月我国食品违反澳大利亚进口食品控制法情况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19-10-15 

违规日期 产品描述  厂家 违规类型    检测结果 标准 

2019/8/1 
冷冻熟小

龙虾 

Zhejiang Tianhe Aquatic 
Products Inc., Ltd 

标准板计数 
630000, 600000, 4000000, 
300000, 28000 000 cfu/g 

CRU 03/2019 

2019/8/12 海带片 Fuzhou Hailin Food Co Ltd 碘 3900mg/kg BSW 12/2016 

2019/8/12 海带丝 Fuzhou Hailin Food Co Ltd 碘 3300mg/kg BSW 12/2016 

2019/8/12 干海带结 Fuzhou Hailin Food Co Ltd 碘 2000mg/kg BSW 12/2016 

2019/9/13 新鲜荔枝 
Zhangzhou Xinmingxing 
Trading Co Ltd 

多菌灵,毒死蜱,氯

氰菊酯,达灭芬, 

Thaibendazole 

1.8 mg/kg, 0.09 mg/kg, 0.39 
mg/kg, 0.43 mg/kg, 0.04 
mg/kg 

FSC 1.4.2 

2019/8/13 
调味鱿鱼

沙拉 
Dalian Gaishi Food Co Ltd 添加剂（160b） 不允许在此种食物中添加 FSC 1.3.1 

2019/8/14 腌制李子 
Kiu Sang Hong Limited 
(Hong Kong) 

铅 1.1 mg/kg FSC 1.4.1 

2019/8/16 红枣切片 Micson Food Processing 

多菌灵,氯氰菊酯,

苯醚甲环唑,丙环

唑, 戊唑醇 

0.28 mg/kg, 0.16 mg/kg, 0.37 
mg/kg, 0.17 mg/kg, 0.56 
mg/kg 

FSC 1.4.2 

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通报（2019 年第 41 周）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19-10-14 

通报时间 通报国 通报产品 编号 通报原因 销售状态/采取措施 通报类型 

2019-10-8 保加利亚 切碎的甜椒 2019.3504 感官特性恶化：发霉 产品未在市场销售/-- 拒绝入境通报 

2019-10-9 瑞士 烧烤网 2019.3527 锌迁移（660mg/kg） 仅限通知国分销/退出市场 注意信息通报 

日本对中国及韩国产贝类加工品处理的通知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19-10-12 

2019 年 10 月 11 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药生食输发第 1011 第 1 号通知，因韩国政府通报在中国及韩国产调味

贝类产品中检出 A 型肝炎病毒基因，日本决定对韩国及中国产该类产品采取退货处理等方式，以下为 2 家中国企

业生产的相关贝类加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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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foodmate.net/tag_148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50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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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foodmate.net/tag_4526.html


 
 
 
 
 

制造商名称 商品名 流通日期 

DANDONG HUAYANG FOOD CO., LTD 调味贝 2021.06.09 

DANDONG HUAYANG FOOD CO., LTD 调味蛤蜊 2021.07.31 

DonGGANG YULIN FOODSTUFF CO., LTD 调味蛤蜊 2020.09.24 

DonGGANG YULIN FOODSTUFF CO., LTD 调味蛤蜊 2021.05.05 

原文链接：https://www.mhlw.go.jp/content/11130500/000556799.pdf  

2019 年 8 月全国未准入境食品化妆品信息 

来源：海关总署 2019-10-11 

原文链接：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jyjy/jckspaq/fxyj/wzrjdspxx/2626215/index.html  

美国对我国出口罗非鱼片和冷冻草莓实施自动扣留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19-10-11 

近日，美国 FDA 网站更新了进口预警措施（import alert），其中，对我国 2 家企业的相关产品实施了自动扣留，

详情如下： 

预警编号 发布日期 地区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项目 

16-105 2019/10/3 广东 MAOMING HAILAN AQUATIC 
PRODUCTS CO.,LTD. 

罗非鱼片 组胺 

Aug-99 2019/10/4 辽宁大连 Dalian Zheng da Food Co., Ltd. 冷冻草莓 乙嘧酚磺酸酯、多效唑、异丙威 

2019 年 9 月美国 FDA 自动扣留我国食品情况（9 月汇总）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19-10-10 

原文链接： http://news.foodmate.net/2019/10/5361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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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发布《食品法典》部分修改单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19-10-14 

原文链接：http://news.foodmate.net/2019/10/536647.html  

欧盟扩大新食品原料牛乳基乳清蛋白提取物的使用范围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19-10-11 

据欧盟官方公报消息，2019 年 10 月 9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EU） 2019/1686 号法规，扩大新食品原料牛乳基乳

清蛋白提取物的使用范围，并修订实施条例（EU） 2017/2470 的附件。 

根据条例，修改后的新食品原料牛乳基乳清蛋白提取物的使用范围包括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膳食补充剂等，并规定了其中的使用量要求。 

美国修订茚嗪氟草胺在热带和亚热带水果中的残留限量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19-10-11 

据美国联邦公报消息，2019 年 10 月 10 日，美国环保署发布 2019-21715 号文件，修订茚嗪氟草胺

（Indaziflam）在热带和亚热带水果中的残留限量。 

美国环保署对茚嗪氟草胺开展了风险评估，分别评估了毒理性、饮食暴露量以及对婴幼儿的影响，最终认为茚嗪

氟草胺在果皮可食用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组 23 和果皮不可食用热带和亚热带水果，组 24 中的残留限量为

0.01ppm 是安全的。 

据了解本规定于 2019 年 10 月 10 日起生效，反对或听证要求需在 2019 年 12 月 9 日前提交。 

美国修订氯虫酰胺等多种农药的残留限量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19-10-10 

据美国联邦公报消息，2019 年 10 月 7 日，美国环保署发布 2019-21539、2019-21540、2019-21541 和 2019-

21542 号条例，修订噻虫嗪（Thiamethoxam）、噻虫胺（clothianidin）、氯虫酰胺（chlorantraniliprole）和环丙

氨嗪（Cyromazine）在多种食品中的残留限量。 

美国环保署就其毒理性、致癌性等方面进行了风险评估，最终得出结论认为，以下残留限量是安全的，部分修订

见下表。 

农药 商品 ppm 农药 商品 ppm 

噻虫嗪 大米谷物 6 氯虫酰胺 洋葱,鳞茎,亚组3-07A 0.3 

大米秸秆 2 环丙氨嗪 茴香鲜叶和茎 10 

噻虫胺 大米谷物 0.5 甘蓝菜 35 

氯虫酰胺 棕榈油 1.5 叶柄类蔬菜亚组22B；绿叶

蔬菜, 亚组4-16A 

10 

绿叶类芸苔属植物 亚组4-16B 35 

莴苣菜 10 块茎和球茎类蔬菜 亚组1C 0.8 

豆荚可食用鹰嘴豆 0.4 青葱,亚组3-07B 3 

据通知文件，噻虫嗪和噻虫胺的残留限量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到期。新条例自 2019 年 10 月 7 日起生效，需在

2019 年 12 月 6 日之前提交意见。 
 

 

注：上述信息均来自网络，仅供参考，SGS 公司不负责信息甄别，敬请谅解。 

登陆 SGS 官方商城 www.sgsonline.com.cn，线上下单优惠便捷。 

浏览 SGS 农产食品部合作网站 www.foodsafeguard.com ，共建食品安全。 

SGS 中国农产食品质量安全服务热线：400 6910 488  

扫描首页二维码，即可关注“SGS 农产食品服务”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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