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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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期） 

来源：湖北省市监局 2019-12-27 

原文链接： http://scjg.hubei.gov.cn/bmdt/jggz/cjgg/201912/t20191227_1800936.shtml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14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19 年第 57 期） 

来源：黑龙江省市监局 2019-12-27 

原文链接：http://amr.hlj.gov.cn/xw/xz/201912/t20191227_122237.html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公告（2019 年第 49 期） 

来源：浙江省市监局 2019-12-27 

原文链接：http://zjamr.zj.gov.cn/art/2019/12/27/art_1228969898_41310258.html   

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关于 59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19 年第 49 期） 

来源：贵州省市监局 2019-12-26 

原文链接：http://amr.guizhou.gov.cn/zwgk/xxgkml/zdlyxx/sjspcjtg/201912/t20191225_36581746.html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食品抽检情况的通告 

来源：内蒙古市监局 2019-12-26 

餐饮食品：http://amr.nmg.gov.cn/zw/tzgg/201912/t20191226_233573.html  

乳制品：http://amr.nmg.gov.cn/zw/tzgg/201912/t20191226_233572.html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21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公告（2019 年第 62 号） 

来源：四川省市监局 2019-12-26 

原文链接：http://scjgj.sc.gov.cn/scjgj/c104536/2019/12/26/e924603705444edd88db658167e466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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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期） 2019 年 第 107 号 

来源：新疆市监局 2019-12-26 

原文链接：http://www.xjzj.gov.cn/P/C/64899.htm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 5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19 年第 49 期） 

来源：海南省市监局 2019-12-26 

原文链接：http://amr.hainan.gov.cn/zw/spcjxx/201912/t20191226_27275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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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我输日食品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情况（12.25-30 更新）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19-12-30 

发布日期 品名 制造者 不合格内容 检疫所 输入者 备考 

12 月 25 日 
加热后摄取冷冻食品(冻结前

未加热): 冷冻小松菜 

五莲海丰食品有

限公司 
大肠杆菌阳性 福岡 

西日本食品産業事

業協同組合 

自主

检查 

12 月 25 日 
加热后摄取冷冻食品(冻结前

未加热):冷冻青梗菜 

五莲海丰食品有

限公司 
大肠杆菌阳性 福岡 

西日本食品産業事

業協同組合 

自主

检查 

12 月 25 日 
其他蔬菜调理品(冬瓜浓缩汁

& 糖浆 (水晶冬瓜)) 

PRESOTEA 
CO.,LTD. 

使用基准不合格，对象

外使用山梨酸钾 
横浜 

株式会社パールフ

ードサービス 

行政

检查 

12 月 25 日 
加热后摄食冷冻食品(冻结前

未加热):冷冻花椰菜 

莱阳龙涛食品有

限公司 
大肠杆菌阳性 福岡 

エムアイティージ

ャパン株式会社 

自主

检查 

12 月 27 日 
无加热摄食冷冻鱼类:冷冻鲑

鱼片 

烟台正祥食品有

限公司 
大肠菌群阳性 横浜 

セイショウフーズ

株式会社 

监控

检查 

12 月 27 日 野草加工品及香辛料:花椒 
青岛顺通食品有

限公司 

检出黄曲霉毒素 22μg 

/kg(B1:20.1 B2: 2.2) 
神戸 

株式会社トーショ

ー 

命令

检查 

12 月 27 日 火锅调味料 
成都漫味龙厨食

品有限公司 
检出 甜蜜素 8μg/g 東京 

株式会社イースタ

イル 

自主

检查 

12 月 27 日 调味料((調味料１号)50g) 
哈尔滨 JINNUO

火锅食品 
检出甜蜜素 69 ppm 横浜 株式会社副島建設 

自主

检查 

12 月 27 日 调味料((調味料１号)70g) 
哈尔滨 JINNUO

火锅食品 
检出甜蜜素 53 ppm 横浜 株式会社副島建設 

自主

检查 

12 月 27 日 FD 草莓粉 
烟台 XIETONG

国际贸易 

制造、加工和调理基准

不合格(放射线照射) 
横浜 

エフディフューチ

ャー株式会社 

监控

检查 

12 月 27 日 清凉饮料(抹茶粉) 
PEI CHEN 
CORPORATION 

大肠菌群阳性 
関西空

港 
HELIOS 合同会社 

自主

检查 

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通报（2019 年第 52 周）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19-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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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23 西班牙 
冷冻箭齿

鲽 
2019.4665 异尖线虫寄生感染 

产品未在市场销售/未被授权

进口 
拒绝入境通报 

2019-12-24 比利时 塑料盘 2019.4656 
三聚氰胺迁移(3.86; 

3.91mg/kg) 

通知国未分销/从消费者处召

回 
警告通报 

2019-12-24 波兰 螺旋藻粉 2019.4639 
环境污染物：多环芳烃
(84.4µg/kg) 

仅限通知国分销/从收货方处

撤回 
注意信息通报 

2019-12-26 葡萄牙 虾片 2019.4666 
未经授权转基因(17±4, 

16±3%) 
产品未在市场销售/扣留 拒绝入境通报 

2019-12-27 斯洛文尼亚 高压锅 2019.4670 铝迁移(47,33,33mg/kg) 分销至其他成员国/通知当局 警告通报 

2019 年 12 月中国出口韩国食品违反情况（12.23-29 更新）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19-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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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16 京仁厅 加工食品 
火锅冒菜(红

油) 

四川 WITH THE 

UNITED 

STATES 食品 

二氧化硫超标 0.030 g/kg 以下 
0.045 
g/kg 

2019-09-
02 ~ 2020-
07-01 

2019.12.18 
釜山厅

(神仙台) 
农林产品 芍药 

河南 QIAN CUN 

TANG 医药技术 
镉超标 0.3 ppm 以下 

0.6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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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18 京仁厅 
器具及容

器包装 

ZARA HOME 

餐桌配件 

MINQING BIG 

FORTUNE 工

艺品 

镉超标 

0.07 mg/L 以下(2.5 

cm 以上,不超过

3L , 加热烹饪用除

外) 

0.44 
mg/L 

- 

2019.12.19 
釜山厅

(神仙台) 
农林产品 枸杞子 

秦皇岛 DAO DI

中药材 

残留农药(啶

虫脒)超标 
0.0478 ppm 以下 

0.1356 
ppm 

- 

2019.12.19 京仁厅 加工食品 
大豆纤维蛋白 

BC-990B 

河南 BAI 

CHUAN 食品 

防腐剂(山梨

酸)超标 
不得检出 

0.1493
g/kg 

2019-11-
11 ~ 2020-
11-10 

2019.12.19 京仁厅 加工食品 
大豆纤维蛋白 

BC-660C 
同上 同上 不得检出 

0.1781
g/kg 

同上 

2019.12.19 京仁厅 加工食品 
大豆纤维蛋白 

BC-880C 
同上 同上 不得检出 

0.2026
g/kg 

同上 

2019.12.19 京仁厅 加工食品 
大豆纤维蛋白 

BC-990C 
同上 同上 不得检出 

0.2373
g/kg 

同上 

2019.12.20 京仁厅 农林产品 枸杞子 
安徽 HELIN 制

药 

残留农药(啶

虫脒)超标 
0.01 mg/kg 以下 

0.05 
mg/kg 

- 

2019.12.23 
釜山厅

(甘川港) 
水产品 

冷冻剑鱼(剑

鱼、颈肉) 

T&H NHA 

TRANG (台湾) 

因作业用塑

料绳未去除

导致异物不

合格 

/ / 
2019-11-
19 ~ 

日本基于 2019 年进口食品监控指导计划，发布监控指导结果中期报告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19-12-27 

2019 年 12 月 25 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医药・卫生局基于 2019 年进口食品监督指导计划，发布监控指导结果中期

报告。以下是日本 2019 年 4 月至 9 月期间进口食品监控指导相关情况： 

下表是进口申报・检验・违规情况（2019 年 4 月至 9 月，初步数据） 

申报件数※1(件数) 进口重量※1(千吨) 检验件数※2(件数) 比例※3(%) 违规件数(件数) 比例※3(%) 

1,298,431 12,488 112,319 (34,558
※4) 8.7 407 0.03 

(2018 年度检查结果)1228569 12,197 103,262 8.4 385 0.03 

※1 不包括计划的进口货物（第一次通知除外） 

※2 排除行政检查、注册检查机构检查和外国公共机构检查的总数中重复的数值 

※3 占通知件数的比例 

※4 跟检查命令有关的数值 

下表是强化监控检查的项目
※1（2019 年 4 月至 9 月） 

目标国家 目标品种 检查项目 

全部国家 
生食用贝类海鲜（红贻贝，扇贝，鸟贝及海胆） 副溶血性弧菌最近似值※2 

生食用养殖比目鱼 寄生虫粘孢子虫四囊虫属※3 

中国 

红辣椒 多效唑 

枣 吡唑醚菌酯 丙环唑 

胡萝卜 五氯硝基苯  三唑醇 

葱 噻虫嗪 

未成熟带豆荚豌豆 烯唑醇 

荔枝 4-氯苯氧乙酸 

芥末 腐霉利 

※1 包含已解除命令检查的项目，不包含已转移到命令检查的项目。 

※2 加强夏季检查实施检查了全部通知件数的 20%（2019 年 6 月至 10 月） 

※3 年间计划有 598 件 

下表  转移到命令检查的项目（2019 年 4 月至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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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国家 目标品种 检查项目 

中国 

花椒 黄曲霉毒素 

食品（限定生产商） 环拉酸 

西兰花 腐霉利 

下表  命令检查主要的目标产品及检查成就（2019 年 4 月至 9 月 初步数据） 

目标国家 主要食品 主要检查项目 检查件数 违规件数 

全部国家

（17 品

种） 

杏仁、红辣椒、花生等 黄曲霉毒素 6,383 56 

木薯、含氰基豆类 氰基化合物 263 6 

咸大马哈鱼子 亚硝酸盐 104 0 

中国（19

品种） 

蔬菜（洋葱、菠菜、西兰花

等）、荔枝、蛤 

残留农药（异狄氏剂、毒死蜱、噻虫嗪、狄氏剂（含艾

氏剂）、4-氯苯氧乙酸、扑草净） 
13,307 6 

双壳类 麻痹性贝毒、腹泻性贝毒 3,935 1 

加工食品 环拉酸 506 0 

黄鳝、乌龟 兽药残留等（恩诺沙星、喹菌酮、磺胺二甲嘧啶） 41 1 

花椒、向日葵种子、玉米 黄曲霉毒素 109 1 

原文链接：https://www.mhlw.go.jp/content/000580566.pdf   

韩国发布加强 2020 年度春节食品的进口检查计划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19-12-27 

12 月 26 日，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处（MFDS）发布了加强 2020 年度春节食品的进口检查计划。 

检查时间：2020.1.2~2020.1.10 

检查对象及检查项目： 

检查对象 
检查项目 

分类 品种名称 

农产品（7 种） 

蕨菜、紫萁 铅、镉 

干桔梗（新鲜）、栗子（脱壳） 二氧化硫 

木耳（干燥） 二氧化硫 

花生 总黄曲霉毒素 

核桃 总黄曲霉毒素、敌敌畏 

加工食品（5 种） 

果蔬加工品中的煮蕨菜和煮紫萁产品 铅、镉 

果酒（仅限葡萄酒） 赭曲霉毒素 A、铅 

花生或坚果制品 总黄曲霉毒素、甜蜜素 

食用油脂类 酸价、苯并芘 

干鱼脯 大肠杆菌、二氧化硫 

健康功能食品（4 种） 

益生菌 益生菌数、崩解试验 

含有 EPA 及 DHA 的油脂 EPA 及 DHA 之和、大肠菌群、崩解试验 

绿茶提取物 EGCG、崩解试验 

蜂胶提取物 总类黄酮、崩解试验 

原文链接：https://www.mfds.go.kr/inde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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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