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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jzj.gov.cn/P/C/64422.htm
http://scjgj.qinghai.gov.cn/content/spcjxx/5da92cfa9e4399fe689169ef.htm
http://scjgj.shanxi.gov.cn/content/gg/5da91954e4b09a64a8d436e9.htm
http://scjgj.sc.gov.cn/ztlm/ccxx/201910/t20191017_225796.html
http://amr.guizhou.gov.cn/zwgk/xxgkml/zdlyxx/sjspcjtg/201910/t20191017_6971995.html
http://scjg.hubei.gov.cn/jg/cjgg/707457.htm
http://scjg.hubei.gov.cn/jg/cjgg/707456.htm
http://scjg.tj.gov.cn/xwzx/gs/spcjxx/cjgg/gcgg/44559.html
http://scjdglj.gxzf.gov.cn/xwzx/tzgg/2019-10/201910171758459713.html


 
 

 

2019 年 10 月美国 FDA 自动扣留我国食品情况（10.5-17 更新）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19-10-22 

预警编号 发布日期 地区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项目 

99-29 2019-10-17 河南平顶山 Pingdingshan TianJing Plant Albumen Co. 大豆分离蛋白 疑含三聚氰胺 

16-105 2019-10-17 山东威海 Rongcheng Puchen Aqautic Co Ltd 鱿鱼 腐烂/组胺 

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通报（2019 年第 42 周）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19-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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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4 波兰 陶瓷刀 2019.3576 碎片 通知国为分销/从消费者处召回 警告通报 

日本对中国产生食用煮螃蟹进行退货处理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19-10-21 

10 月 18 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药生食输发 1018 第 2 号通知，因在进口自主检查中，从下述企业生产的生食用

煮螃蟹中检测出肠炎弧菌，日本决定对该企业生产的生食用煮螃蟹进行退货处理。 

生产商：RIZHAO RIRONG AQUATIC PRODUCTS & FOODS CO.,LTD. 

原文链接：https://www.mhlw.go.jp/content/11130500/000558785.pdf  

2019 年 10 月中国出口韩国食品违反情况（更新至 10 月 18 日）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19-10-18 

原文链接：http://news.foodmate.net/2019/10/5373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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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修订指定添加剂香料列表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19-10-22 

10 月 21 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药生食基发 1021 第 2 号通知，基于“对丁烯基甲醚的处理”（2019 年 4 月 23 日

发布的药生食基发 0423 第 2 号·药生食监发 0423 第 2 号通知）决定将丁烯基甲醚从 18 种指定添加剂香料列表中

删除，修改后的 18 种香料适用范围参照附件。 

原文链接：https://www.mhlw.go.jp/content/11130500/000559346.pdf  

澳大利亚修订阿维菌素等多种农药的最大残留限量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19-10-18 

2019 年 10 月 16 日，澳大利亚立法登记网站发布 F2019C00775 号文件，修订《澳新食品标准法典》表 20 最大

残留限量标准，制定阿维菌素（Abamectin）、乙酸（Acephate）和伊维菌素（Ivermectin）等多种农药在肉类和

水果等部分食品中的最大残留限量。 

更多详情参见：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F2019C00775  

欧盟食品安全局拟放宽唑醚菌酯在甜玉米中的最大残留限量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19-10-17 

2019 年 10 月 15 日，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发布消息称，拟修订唑醚菌酯（Pyraclostrobin）在甜玉米中的现

有最大残留限量（MRL）。 

目前唑醚菌酯在甜玉米中现有的最大残留限量为 0.02 mg/kg（LOQ），拟议的最大残留限量为 0.04 mg/kg。欧盟

食品安全局根据风险评估结果以及报告的农业实践得出结论，长期摄入使用唑醚菌酯产生的残留物不太可能对消

费者健康构成风险。 

欧盟食品安全局拟修改嘧菌环胺在多种食品中的残留限量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19-10-17 

2019 年 10 月 15 日，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就嘧菌环胺（Cyprodinil）在多种食品的最大残留限量（MRL）发

布意见。 

申请人 DuPont de Nemours （Deutschland） GmbH 向奥地利国家主管部门提交了申请，欧盟食品安全局依据 

（EC）No396/2005 第 12 章的规定进行了评估，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产品 现有MRL(mg/kg) 拟议MRL(mg/kg) 产品 现有MRL(mg/kg) 拟议MRL(mg/kg) 

葡萄 0.3 0.05 莴苣 0.03 0.03 

鲜食葡萄 0.3 0.05 
菠菜 1 0.9 

酿酒葡萄 0.3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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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