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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10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20 年第 11 期） 

来源：安徽省市监局 2020-03-25 

原文链接： http://amr.ah.gov.cn/public/5248926/117211581.html  

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29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20 年第 10 期） 

来源：河南省市监局 2020-03-25 

原文链接：http://scjg.henan.gov.cn/2020/03-25/1309319.html   

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2019 年评价性抽检情况的通告（甘市场监通告〔2020〕第 4 期总第 43 期） 

来源：甘肃省市监局 2020-03-24 

原文链接：http://scjg.gansu.gov.cn/info/3272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23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20 年第 10 期） 

来源：广东省市监局 2020-03-24 

原文链接：http://amr.gd.gov.cn/gkmlpt/content/2/2939/post_2939395.html#2318   

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关于 10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20 年第 5 期） 

来源：江苏省市监局 2020-03-24 

原文链接：http://scjgj.jiangsu.gov.cn/art/2020/3/24/art_70315_9021171.html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1230 批次食品安全抽检情况的通告 （2020 年第 8 号） 

来源：重庆市市监局 2020-03-23 

原文链接：http://scjgj.cq.gov.cn/zfxxgk_225/fdzdgknr/gsgg/jdcj/202003/t20200323_5984896.html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6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20 年第 7 期） 

来源：云南省市监局 2020-03-23 

原文链接：http://amr.yn.gov.cn/info/1057/8402.htm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239 批次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的公示 

来源：湖南省市监局 2020-03-23 

原文链接： http://amr.hunan.gov.cn/amr/ztx/cjxxx/202003/t20200323_11818708.html  

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食品安全专项抽检情况的通告（2020 年第 14 号） 

来源：河北省市监局 2020-03-23 

原文链接：http://scjg.hebei.gov.cn/info/37577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关于 15 批次粮食加工品合格情况的通告（2020 年第 11 期） 

来源：吉林省市监厅 2020-03-21 

原文链接：http://scjg.jl.gov.cn/jianguan/spcj/202003/t20200321_6918771.html   

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公告（第 8 期） 

来源：福建省市监局 2020-03-20 

原文链接：http://zjj.fujian.gov.cn/scjggg/202003/t20200320_52202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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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通告（2020 年第 11 期） 

来源：浙江省市监局 2020-03-20 

原文链接：http://zjamr.zj.gov.cn/art/2020/3/20/art_1228969898_42342896.html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2020 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的公告（2020 年第 14 期） 

来源：北京市市监局 2020-03-20 

原文链接：http://scjgj.beijing.gov.cn/zwxx/gs/spzlgs/202003/t20200320_1723396.html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信息通告 （2020 年第 2、3 期） 2020 年 第 21、22 号 

来源：新疆市监局 2020-03-20 

第 2 期： http://www.xjzj.gov.cn/P/C/65476.htm  

第 3 期： http://www.xjzj.gov.cn/P/C/65477.htm  

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 2020 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公示（第十期） 

来源：宁夏市监厅 2020-03-20 

原文链接：
http://scjg.nx.gov.cn/article/2121.html?currentPageNo=1&cid=160&name=%E9%80%9A%E7%9F%A5%E5%85
%AC%E5%91%8A&cids=163,159,160,165,211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4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20 年第 11 期） 

来源：海南省市监局 2020-03-20 

原文链接：http://amr.hainan.gov.cn/zw/spcjxx/sjgg/202003/t20200320_2764079.html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第 10 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通告 

来源：山西省市监局 2020-03-20 

原文链接：http://scjgj.shanxi.gov.cn/content/tg/5e7426f5e3331b08880c8888.htm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9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20 年第 10 期） 

来源：陕西省市监局 2020-03-20 

原文链接：http://snamr.snaic.gov.cn/info/1309/6142.htm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3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20 年第 12 期） 

来源：黑龙江省市监局 2020-03-20 

原文链接：http://amr.hlj.gov.cn/index/affairshow.html?id=481&tid=6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情况通报（第八期） 

来源：深圳市市监局 2020-03-19 

原文链接： http://amr.sz.gov.cn/xxgk/qt/ztlm/spaq/spaqjg/202003/t20200319_19065590.htm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520 批次部分食品抽检情况的通告 

来源：内蒙古市监局 2020-03-19 

原文链接：http://amr.nmg.gov.cn/zw/tzgg/202003/t20200319_234192.html  

产品安全                                                                                                                                                     2020 年 3 月 26 日 

http://zjamr.zj.gov.cn/art/2020/3/20/art_1228969898_42342896.html
http://scjgj.beijing.gov.cn/zwxx/gs/spzlgs/202003/t20200320_1723396.html
http://www.xjzj.gov.cn/P/C/65476.htm
http://www.xjzj.gov.cn/P/C/65477.htm
http://scjg.nx.gov.cn/article/2121.html?currentPageNo=1&cid=160&name=%E9%80%9A%E7%9F%A5%E5%85%AC%E5%91%8A&cids=163,159,160,165,211
http://scjg.nx.gov.cn/article/2121.html?currentPageNo=1&cid=160&name=%E9%80%9A%E7%9F%A5%E5%85%AC%E5%91%8A&cids=163,159,160,165,211
http://amr.hainan.gov.cn/zw/spcjxx/sjgg/202003/t20200320_2764079.html
http://scjgj.shanxi.gov.cn/content/tg/5e7426f5e3331b08880c8888.htm
http://snamr.snaic.gov.cn/info/1309/6142.htm
http://amr.hlj.gov.cn/index/affairshow.html?id=481&tid=6
http://amr.sz.gov.cn/xxgk/qt/ztlm/spaq/spaqjg/202003/t20200319_19065590.htm
http://amr.nmg.gov.cn/zw/tzgg/202003/t20200319_234192.html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515 批次部分食品抽检情况的通告 

来源：内蒙古市监局 2020-03-19 

原文链接：http://amr.nmg.gov.cn/zw/tzgg/202003/t20200319_234193.html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第 10 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 

来源：四川省市监局 2020-03-19 

原文链接：http://scjgj.sc.gov.cn/scjgj/c104536/2020/3/19/6594104cce94499aafcd219c2ab125e6.shtml   

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通告（2020 年第 33 期） 

来源：广西市监局 2020-03-19 

原文链接： http://scjdglj.gxzf.gov.cn/c/article/1240541551049392128  

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关于 5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20 年第 11 期） 

来源：贵州省市监局 2020-03-19 

原文链接：http://amr.guizhou.gov.cn/zwgk/xxgkml/zdlyxx/sjspcjtg/202003/t20200318_55313661.html   

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的通告 （2020 年第 6 期） 

来源：辽宁省市监局 2020-03-19 

原文链接：http://scjg.ln.gov.cn/fw/wyk/tbtg/spcj/202003/t20200319_3776089.html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6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20 年第 10 期） 

来源：安徽省市监局 2020-03-19 

原文链接：http://amr.ah.gov.cn/xwdt/gsgg/1171178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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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调整对我国出口小黄鱼和豌豆蛋白的自动扣留措施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20-03-24 

预警编号 发布日期 地区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项目 

16-81 2020/3/21 福建福鼎 Fujian Fuding Seagull Fishing Food Co.,Ltd 小黄鱼 实施自动扣留  

99-29 2020/3/21 山东烟台 YANTAI YIYUAN BIOENGINEERING CO. LTD 豌豆蛋白 解除自动扣留 

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通报（2020 年第 12 周）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20-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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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3-20 
爱沙尼

亚 
绿茶 2020.1294 

啶虫脒（0.557mg/kg）；

吡虫啉（0.105mg/kg）；

高效氯氟氰菊酯（0.082 

mg/kg）；未授权物质甲氰

菊酯（0.092 mg/kg）和唑

虫酰胺（0.137mg/kg） 

通知国未分销/退出市场 后续信息通报 

2020-3-20 奥地利 杯子 2020.1273 市场上未经授权的配售 产品未在市场销售/-- 拒绝入境通报 

2020-3-20 意大利 烤盘 2020.1278 整体迁移量过高 产品未在市场销售/施加海关封志 拒绝入境通报 

韩国发布《进口畜产品申报及检查要领》部分修改单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20-03-19 

3 月 18 日，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处（MFDS）发布了《进口畜产品申报及检查要领》部分修改单，其主要内容如

下： 

1. 在同一公司同一进口畜产品的定义中增加“初次进口时接受精密检查后，5 年内再次进口的产品”。 

2. 可以通过网络发送出口国政府签发的电子版出口卫生证明。 

3. 明确规定了从国外退运的畜产品进口申报时处理计划上应包含的具体的内容。 

4. 删除委托检验文件及检测报告。现实中有通过电子文件委托检验、发放检测报告的情况，通过删除不必要的文

件来提高进口畜产品检验效率。 

5. 增加 7 种食品中不能检出的物质，分别为龙胆紫、亚甲蓝、诺氟沙星、氧氟沙星、培氟沙星、洛克沙砷、阿散

酸。 

原文链接：
https://www.mfds.go.kr/brd/m_207/view.do?seq=14503&srchFr=&srchTo=&srchWord=&srchTp=&itm_seq_1=0&
itm_seq_2=0&multi_itm_seq=0&company_cd=&company_nm=&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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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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3-20 

3 月 20 日，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处（MFDS）发布了第 2020-18 号告示，修改《食品添加剂法典》的部分内容，其

主要内容如下： 

修改食用色素红色 3 号（赤藓红）、食用色素红色 40 号（诱惑红）、食用色素蓝色 1 号（亮蓝 FCF）、食用色素

黄色 4 号（柠檬黄）的使用标准，使其可以使用在咖啡中，使用限量均为 0.1 g/kg 以下，上述几种添加剂并用

时，使用量之和应为 0.1 g/kg 以下。原文链接：
https://www.mfds.go.kr/brd/m_207/view.do?seq=14504&srchFr=&srchTo=&srchWord=&srchTp=&itm_seq_1=0&
itm_seq_2=0&multi_itm_seq=0&company_cd=&company_nm=&page=1  

巴西发布食品微生物标准法规常见问题解答 

来源：厦门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网 2020-03-19 

2020 年 3 月 16 日，巴西卫生监督局网站发布食品微生物标准法规常见问题解答（第一版），该法规 2019 年 12

月进行了修订并将于 2020 年 12 月生效。  

涉及整个食品生产链，包括食品生产加工、存储、分销、运输、分配、进口和商业化阶段的全环节，该解答澄清

了涵盖适用范围、检测方法检测限、抽采样等 72 个法规使用中常见问题。 更多详情参见：
http://portal.anvisa.gov.br/documents/33916/2810640/Padr%C3%B5es+microbiol%C3%B3gicos/e0206465-
1392-4333-a2dc-9feef2dbf462   

新加坡发布某些食品中海洋生物毒素、无机砷和甲醇的最大残留限量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20-03-19 

2020 年 3 月 17 日，新加坡食品局发布某些食品中海洋生物毒素、无机砷和甲醇的最大残留限量。具体如下：  

污染物 产品 最大残留限量 污染物 产品 最大残留限量 

麻痹性贝类毒素 双壳软疣 0.80 mg 石房蛤毒素当量/kg 肉 

无机砷 

鱼 2 ppm 

腹泻性贝类毒素 双壳软疣 0.16 mg 大田软海绵酸当量/kg 肉 甲壳类动物 2 ppm 

健忘性贝类毒素 双壳软疣 20mg 软骨藻酸当量/kg 肉 软体动物 1ppm 

短裸甲藻毒素 双壳软疣 0.80 mg 短裸甲藻毒素当量/kg 

甲醇 

红酒、白酒和强化酒 3g 甲醇/ L 乙醇 

新型贝毒毒素 双壳软疣 0.160 mg 原多甲藻酸-1 当量/kg 
威士忌、朗姆酒、杜松子酒

和伏特加 
0.4g 甲醇/ L 乙醇 

组织胺 鱼 100 ppm 
其他烈酒、果酒、蔬菜酒和

蜂蜜酒 
8g 甲醇/ L 乙醇 

据通知，以上规定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 

美国修订氰霜唑在部分蔬菜和人参中的残留限量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20-03-19 

据美国联邦公报消息，2020 年 3 月 18 日，美国环保署发布 2020-04747 号条例，修订氰霜唑（Cyazofamid）在

部分蔬菜和人参中的残留限量。美国环保署就其毒理性、饮食暴露量以及对婴幼儿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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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 ppm 商品 ppm 

绿叶类芸苔属植物，亚组 4-16B 15 绿叶蔬菜, 亚组 4-16A 10 

人参 0.3 
芸薹属头茎类蔬菜，组 5-16 1.5 

甘蓝菜 1.5 

据了解本规定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起生效，反对或听证要求需在 2020 年 5 月 18 日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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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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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