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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kml.samr.gov.cn/nsjg/spcjs/201912/t20191213_309212.html
http://amr.hunan.gov.cn/amr/ztx/cjxxx/201912/t20191216_10958665.html
http://scjgj.qinghai.gov.cn/content/spcjxx/5df2f3f29e4399fe68917006.htm
http://scjgj.qinghai.gov.cn/content/spcjxx/5df33b219e4399fe68917013.htm
http://scjgj.qinghai.gov.cn/content/spcjxx/5df33c979e4399fe68917018.htm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15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公告 （2019 年第 59 号） 

来源：四川省市监局 2019-12-13 

原文链接：http://scjgj.sc.gov.cn/scjgj/c104536/2019/12/13/dfd8378067f3482193e5fa61a01c542c.shtml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 7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19 年第 47 期） 

来源：海南省市监局 2019-12-13 

原文链接：http://amr.hainan.gov.cn/zw/spcjxx/sjgg/201912/t20191213_2720538.html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通告（2019 年第 26 期） 2019 年 第 102 号 

来源：新疆市监局 2019-12-13 

原文链接：http://www.xjzj.gov.cn/P/C/64835.htm   

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关于 18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19 年第 46 期） 

来源：江苏省市监局 2019-12-13 

原文链接：http://scjgj.jiangsu.gov.cn/art/2019/12/13/art_70315_8843756.html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19 年第 46、47、48、49 期） 

来源：云南省市监局 2019-12-13 

第 46 期： 

http://ynamr.ynaic.gov.cn/ecdomain/framework/ynaic/tzgg/hldbhdhhjkdfbboelpjakcibbmgpoced.do?isfloat=1&disp
_template=templatedefault&fileid=20191213095636607&moduleIDPage=hldbhdhhjkdfbboelpjakcibbmgpoced&si
teIDPage=ynaic&infoChecked=0  

第 47 期：
http://ynamr.ynaic.gov.cn/ecdomain/framework/ynaic/tzgg/hldbhdhhjkdfbboelpjakcibbmgpoced.do?isfloat=1&disp
_template=templatedefault&fileid=20191213095927588&moduleIDPage=hldbhdhhjkdfbboelpjakcibbmgpoced&si
teIDPage=ynaic&infoChecked=0  

第 48 期：
http://ynamr.ynaic.gov.cn/ecdomain/framework/ynaic/tzgg/hldbhdhhjkdfbboelpjakcibbmgpoced.do?isfloat=1&disp
_template=templatedefault&fileid=20191213150427868&moduleIDPage=hldbhdhhjkdfbboelpjakcibbmgpoced&si
teIDPage=ynaic&infoChecked=0  

第 49 期：
http://ynamr.ynaic.gov.cn/ecdomain/framework/ynaic/tzgg/hldbhdhhjkdfbboelpjakcibbmgpoced.do?isfloat=1&disp
_template=templatedefault&fileid=20191213150715625&moduleIDPage=hldbhdhhjkdfbboelpjakcibbmgpoced&si
teIDPage=ynaic&infoChecked=0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 年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情况通报（第四十四期） 

来源：深圳市市监局 2019-12-12 

原文链接：http://amr.sz.gov.cn/xxgk/qt/ztlm/spaq/spaqjg/201912/t20191212_18930283.htm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14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公告（2019 年第 58 号） 

来源：四川省市监局 2019-12-12 

原文链接：http://scjgj.sc.gov.cn/scjgj/c104536/2019/12/12/14a7ce57302145beaecc637cf033b29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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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期） 

来源：湖北省市监局 2019-12-12 

原文链接：http://scjg.hubei.gov.cn/bmdt/jggz/cjgg/201912/t20191212_175727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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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我输日食品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情况（12 月 16 日更新）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19-12-16 

发布日期 品名 制造者 不合格内容 检疫所 输入者 备考 

12 月 12

日 

生食用冷冻海胆：煮海

胆 

大连周氏水产食品有

限公司 
细菌总数 6.1×10⁵/g 小樽 成尚株式会社 

自主

检查 

12 月 12

日 

其他糖类(Swallow 

Sweetened Condensed 

Milk） 

SHEN FA XING 
FOOD CO.,LTD. 

使用基准不合格(硬脂酰乳

酸钠对象外使用) 
大阪 

美好年代合同会

社 

行政

检查 

12 月 12

日 
高粱 

发货者：好食成双(天

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检出 黄曲霉毒素 12μg/kg 

(B1:12.2)、检出黄曲霉毒

素① 14μg/kg(B1:13.9)②

18 μg/kg(B1:17.3, B2:1.1) 

清水 
株式会社はくば

く 

命令

检查

监控

检查 

12 月 12

日 

加热后摄食冷冻食品(冻

结前未加热):冷冻甜椒 

五莲海丰食品有限公

司 
细菌总数 7.8×10⁷/g 福岡 

西日本食品産業

事業協同組合 

自主

检查 

12 月 12

日 

加热后摄食冷冻食品(加

热):冷冻干豆腐 

菏泽豆豆食品有限公

司 
细菌总数 3.8×10⁶/g 大阪 

有限会社生友商

事 

自主

检查 

12 月 12

日 

加热后摄食冷冻食品(未

加热):冷冻调理食品 

荣成荣东食品有限公

司 
大肠杆菌阳性 大阪 

ケイツーフーズ

株式会社 

自主

检查 

12 月 12

日 
红辣椒粉 

青岛森源食品有限公

司 
检出三唑磷 0.02 ppm 横浜 

株式会社徳昇商

事 

监控

检查 

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通报（2019 年第 50 周）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19-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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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9 芬兰 塑料盘子 2019.4303 
三聚氰胺迁移

（5.5mg/kg） 
产品未在市场销售/官方扣留 拒绝入境通报 

2019-12-9 芬兰 塑料杯 2019.4309 

甲醛迁移(19mg/kg) ;

三聚氰胺迁移
(9.4mg/kg 

产品未在市场销售/官方扣留 拒绝入境通报 

2019-12-9 意大利 烤盘 2019.4304 

铁迁移(262.9mg/kg); 

整体迁移量过高
(170mg/kg) 

产品允许在海关封志状态下运往

目的地/施加海关封志 
拒绝入境通报 

2019-12-9 葡萄牙 花生 219.4314 
黄曲霉毒素 B1 = 14µg 

/kg 

产品允许在海关封志状态下运往

目的地/施加海关封志 
拒绝入境通报 

2019-12-10 英国 糙米粉 2019.4327 未授权转基因食品 产品未在市场销售/重新派送 拒绝入境通报 

2019-12-10 葡萄牙 花生 2019.4323 
黄曲霉毒素 B1= 5.8µg 

/kg; Tot. = 6.5µg/kg 

产品允许在海关封志状态下运往

目的地/施加海关封志 
拒绝入境通报 

2019-12-12 西班牙 塑料杯 2019.4401 甲醛迁移 产品未在市场销售/未被授权进口 拒绝入境通报 

2019-12-12 英国 厨具 2019.4392 
初级芳香胺迁移

（63.6µg/kg） 
产品未在市场销售/官方扣留 拒绝入境通报 

2019-12-12 丹麦 葡萄干 2019.4388 
赭曲霉毒素 A

（30µg/kg） 
仅限通知国分销/退出市场 注意信息通报 

2019 年 12 月中国出口韩国食品违反情况（更新至 12 月 15 日）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19-12-16 

发布日期 处理机构 产品类别 产品名称 制造商/出口公司 违反内容 标准 结果 保质期 

2019.12.02 京仁厅 加工食品 棉花糖筒 
汕头 YANGYU 食

品 

检出禁用的

焦油色素 
不得检出 

检出食用色

素红色 2 号 

2019-11-12 ~ 
202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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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处理机构 产品类别 产品名称 制造商/出口公司 违反内容 标准 结果 保质期 

2019.12.02 
釜山厅

(神仙台) 

食品添加

剂 
酸性白土 

内蒙古 NING 

CHENG TIANYU 
BENTonITE 
HITECH CO.,LTD 

砷超标 
4.0 ppm 以

下 

20.1,25.5 
ppm 

2019-11-06 ~ 

2019.12.03 京仁厅 农林产品 
枸杞子
/9KG 

安徽 HELIN 药业 

残留农药(啶

虫脒、杀铃

脲、灭幼脲)

超标 

啶虫脒
0.04 mg/kg

杀铃脲：
0.04 mg/kg

灭幼脲：
0.04 mg/kg 

啶虫脒 0.2 

mg/kg; 杀铃

脲 0.21 mg 

/kg、灭幼脲
0.16 mg/kg 

- 

2019.12.03 京仁厅 
器具及容

器包装 
铁煎锅 

浙江 GUSHIKEJI 

YOUXIANGONGSI 

总溶出量超

标 

30 mg/L 以

下 

水(5mg/L), 

4%醋酸(223 

mg/L), 正庚

烷(6mg/L) 

- 

2019.12.03 京仁厅 加工食品 天椒辣条 
重庆 JIN SHENG 

YUAN 食品 
甜蜜素超标 不得检出 0.097g/Kg 

2019-10-05 ~ 
2020-04-04 

2019.12.04 
釜山厅

(子城台) 
加工食品 

土豆扁面

（宽粉） 

CHANGLI 

DAMING 粉条厂 

防腐剂(脱氢

乙酸)超标 
不得检出 0.039g/kg 

2019-11-10 ~ 
2020-05-09 

2019.12.05 京仁厅 
器具及容

器包装 
电烤箱 

广东 WESTA 电器

技术 

总溶出量超

标 

30 mg/L 以

下 

55 mg/L(4%

醋酸) 
- 

2019.12.06 京仁厅 加工食品 五仁月饼 
威海 LonG FENG 

XIANG 食品 

防腐剂(脱氢

乙酸、山梨

酸)超标 

不得检出 

脱氢乙酸
0.0049g/kg; 

山梨酸
0.0066g/kg 

2019-11-17 ~ 
2020-05-16 

2019.12.06 京仁厅 
器具及容

器包装 
菜板 

台州黄岩 HUANYI

塑料厂 

聚丙烯总溶

出量超标 

30 mg/L 以

下 

米黄色 52 

mg/L,蓝色

55mg/L,绿色
59mg/L(4%

醋酸) 

- 

2019.12.06 京仁厅 
器具及容

器包装 

电动搅拌

机 

宁波 DAZHOU 电

器 

总溶出量超

标 

浸出液为正

庚烷的情况

下为 150 

mg/L 以下 

5220 mg/L - 

2019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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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13 

近日，澳大利亚农业部更新 10 月份进口食品违规情况，通报我国多批次产品不合格。 

违规日期 产品描述  厂家 违规类型 检测结果  标准 

2019/10/4 新鲜蜜豆 
Xiangyang Heli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噻虫嗪 0.1mg/kg FSC 1.4.2 

2019/10/11 枣 Cangzhou Ruifeng Date Product Co Ltd 多菌灵 0.07 mg/kg FSC 1.4.2 

2019/10/11 熟小龙虾 Zhongyang Fishery (Shanghai) 
标准板计

数 

120000/125g,230000/125g
,90000/125g,380000/125g, 
280000/125g 

CRU 
03/2019 

2019/10/18 花生芝麻酱 Jinhua import & Export Trading Co Ltd 
黄曲霉毒

素 

0.013mg/kg，产品含有

50%的花生，因此计算的

最大含量为 0.0075mg/kg 

NUT 
11/208 

2019/10/23 红枣 Zhanhua Kingman Food Co.Ltd 
敌敌畏；

待克利 
0.06 mg/kg；0.28 mg/kg FSC 1.4.2 

2019/10/23 小麦粉 Yi-Feng Food Co., Ltd.（中国台湾） 维生素 C 不允许在此种食物中添加 FSC 1.3.1 

2019/10/25 大蒜 Shandong Sinofarm Food Co Ltd 噻菌灵 0.34 mg/kg FSC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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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发布《食品添加剂法典》部分修改单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19-12-19 

12 月 19 日，韩国食品安全处（MFDS）发布了第 2019-134 号告示，修改《食品添加剂法典》的部分内容，其主

要内容如下： 

1. 新制定一氧化二氮用容器的生产标准：只有在容量达到 2.5L 以上的高压金属制品容器中才能充填一氧化二氮。 

2. 新设定氨气的标准及规格，氨气的用途为制造溶剂及酸度调节剂。 

3. 修改偏磷酸钠等 12 种食品添加剂的成分规格试验法。 

原文链接：
https://www.mfds.go.kr/brd/m_207/view.do?seq=14468&srchFr=&srchTo=&srchWord=&srchTp=&itm_seq_1=0&
itm_seq_2=0&multi_itm_seq=0&company_cd=&company_nm=&page=1  

欧盟新的官方控制法规(EU) 2017/625 正式实施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19-12-18 

原文链接：http://news.foodmate.net/2019/12/544526.html  

澳新批准禁止零售纯的和高度浓缩的咖啡因产品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19-12-13 

据澳新食品标准局（FSANZ）消息，2019 年 12 月 12 日，澳新食品标准局发布 105-19 号通知，批准禁止零售纯

的和高浓度咖啡因食品。 

澳新食品标准局规定禁止零售总咖啡因含量为 5%或以上（固体或半固体食品）或 1%或以上（液体食品）的食

品。该禁令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生效。但允许销售添加咖啡因的可乐型饮料和含咖啡因的能量饮料，其最大用量

应符合法律规定。 

澳新食品标准局将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禁令进行全面评估，以决定是否对此禁令确认、拒绝或修改批准进行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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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