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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7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20 年第 14 期） 

来源：安徽省市监局 2020-04-15 

原文链接： http://amr.ah.gov.cn/xwdt/gsgg/118166041.html  

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抽检信息通告（青市监通告〔2020〕12 号 ） 

来源：青海省市监局 2020-04-15 

原文链接：http://scjgj.qinghai.gov.cn/content/spcjxx/5e96c6fc9e43728bf61d372a.htm  

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关于 8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20 年第 8 期） 

来源：江苏省市监局 2020-04-15 

原文链接：http://scjgj.jiangsu.gov.cn/art/2020/4/15/art_70315_9046105.html  

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34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20 年第 14 期） 

来源：河南省市监局 2020-04-15 

原文链接： http://scjg.henan.gov.cn/2020/04-15/1318012.html  

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 2020 年第一季度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情况分析的通告（2020 年第 44 期） 

来源：广西市监局 2020-04-14 

原文链接：http://scjdglj.gxzf.gov.cn/zwgk/tzgg/t4996742.shtml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316 批次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的公示 

来源：湖南省市监局 2020-04-13 

原文链接：http://amr.hunan.gov.cn/amr/ztx/cjxxx/202004/t20200414_11877983.html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2337 批次食品安全抽检情况的通告 （2020 年第 11 号） 

来源：重庆市市监局 2020-04-13 

原文链接：http://scjgj.cq.gov.cn/zfxxgk_225/fdzdgknr/gsgg/jdcj/202004/t20200413_7045600.html   

河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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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号） 

来源：河北省市监局 2020-04-13 

原文链接：http://scjg.hebei.gov.cn/info/40473   

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的通告 

来源：青海省市监局 2020-04-13 

原文链接：http://scjgj.qinghai.gov.cn/content/spcjxx/5e941c229e43728bf61d36a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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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期）    

来源：广东省市监局 2020-04-13 

原文链接：http://amr.gd.gov.cn/zwgk/zdlyxxgk/cjjc/spcj/content/post_2970805.html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关于 3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20 年第 14 期） 

来源：吉林省市监厅 2020-04-13 

原文链接：http://scjg.jl.gov.cn/jianguan/spcj/202004/t20200413_70880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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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防疫期间重点食品专项抽检信息的通告（2020 年第 14 期） 

来源：浙江省市监局 2020-04-10 

原文链接：http://zjamr.zj.gov.cn/art/2020/4/10/art_1228969898_42552095.html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22 批次食品 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20 年第 12 期） 

来源：广东省市监局 2020-04-10 

原文链接：http://amr.gd.gov.cn/gkmlpt/content/2/2969/post_2969754.html#2318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情况通报（第十一期） 

来源：深圳市市监局 2020-04-10 

原文链接：http://amr.sz.gov.cn/xxgk/qt/ztlm/spaq/spaqjg/202004/t20200410_191618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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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期） 

来源：福建省市监局 2020-04-10 

原文链接：http://zjj.fujian.gov.cn/scjggg/202004/t20200410_52348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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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期） 

来源：宁夏市监厅 2020-04-10 

原文链接：
http://scjg.nx.gov.cn/article/2177.html?currentPageNo=1&cid=160&name=%E9%80%9A%E7%9F%A5%E5%85
%AC%E5%91%8A&cids=163,159,160,16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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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期） 

来源：北京市市监局 2020-04-10 

原文链接：http://scjgj.beijing.gov.cn/zwxx/gs/spzlgs/202004/t20200410_1799909.html   

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0 年第 12 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 

来源：天津市市监委 2020-04-10 

原文链接：http://scjg.tj.gov.cn/xwzx/gs/spcjxx/cjgg/52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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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第 6 期） 2020 年 第 29 号 

来源：新疆市监局 2020-04-10 

原文链接： http://www.xjzj.gov.cn/P/C/65620.htm  

陕西省市监局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重点食品专项监督抽检 229 批次食品合格通告（2020 年第 13 期） 

来源：陕西省市监局 2020-04-10 

原文链接： http://snamr.snaic.gov.cn/info/1309/66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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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期） 

来源：广西市监局 2020-04-10 

原文链接：http://scjdglj.gxzf.gov.cn/zwgk/tzgg/t465169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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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部分食品 710 批次抽检情况的通告 

来源：内蒙古市监局 2020-04-10 

原文链接：http://amr.nmg.gov.cn/zw/tzgg/202004/t20200410_234344.html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第一季度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汇总情况分析 

来源：湖北省市监局 2020-04-09 

原文链接：http://scjg.hubei.gov.cn/bmdt/jggz/cjgg/202004/t20200409_2215063.shtml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公告 （2020 年第 5 期） 

来源：湖北省市监局 2020-04-09 

原文链接：http://scjg.hubei.gov.cn/bmdt/jggz/cjgg/202004/t20200409_2215068.shtml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第 13 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 

来源：四川省市监局 2020-04-09 

原文链接：http://scjgj.sc.gov.cn/scjgj/c104536/2020/4/9/03a6df24379b43c0ba1888090afb1ef3.shtml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11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20 年第 14 期） 

来源：海南省市监局 2020-04-09 

原文链接： http://amr.hainan.gov.cn/zw/spcjxx/sjgg/202004/t20200409_27726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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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期） 

来源：广西市监局 2020-04-09 

原文链接： http://scjdglj.gxzf.gov.cn/zwgk/tzgg/t448937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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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强化中国产紫苏中异丙威和仲丁威的监控检查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20-04-15 

2020 年 4 月 14 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药生食输发 0414 第 1 号通知，强化对中国产紫苏中异丙威和仲丁威的监

控检查。 

按照厚生劳动省 2020 年 3 月 30 日发布的药生食输发 0330 第 2 号通知，对中国产紫苏实施检查时，发现其违反

了农药残留的标准。因此，将对中国产紫苏中异丙威和仲丁威残留限量的监控检查频率提高至 30%，针对违反规

定的制造商、制造厂、出口商或包装商生产的该食品，每次进口都要进行自主检查。 

另外，关于中国产紫苏中的异丙威和仲丁威，进口商与注册检查机关完成自主检查委托业务期间，在保留货物的

基础上可通过行政检查代替自主检查。 

检查强化日期 国家 检查名称 检查项目 制造商、制造厂、出口商及包装者 

2020 年 4 月

14 日 
中国 

紫苏及其加工制品

（仅限简单加工） 

残留农药（异丙威、仲丁

威） 

TIELING YUANDIA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LTD. 

原文链接：https://www.mhlw.go.jp/content/11135200/000621763.pdf  

2020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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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15 

违规日期 产品描述  厂家 违规类型 检测结果  标准 

2020/2/7 海带丝 Fuzhou Hailin Food Co Ltd 碘 3600mg/kg BSW 12/2016 

2020/2/11 胡椒粉 Rich Care Co Ltd（台湾地区） 沙门氏菌 检出 SPI 06/2019 

2020/2/12 青梅 Anhui Liuliu Orchard Group Co Ltd 铅 0.20mg/kg  FSC 1.4.1 

2020/2/12 梅干 Anhui Liuliu Orchard Group Co Ltd 铅 0.34mg/kg  FSC 1.4.1 

2020/2/20 芝麻酱 Sichuan Hongya Uniseed Food Co Ltd 沙门氏菌 检出 SES 05/2014 

2020 年 3 月份美国 FDA 拒绝进口我国食品情况（3 月汇总）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20-04-14 

原文链接：http://news.foodmate.net/2020/04/556865.html  

2020 年 2 月全国未准入境食品化妆品信息 

来源：海关总署 2020-04-10 

原文链接：http://jckspj.customs.gov.cn/spj/zwgk75/2706876/wzrjdspxx57/2962942/index.html  

韩国召回中国产腐霉利超标的干菊花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20-04-10 

4 月 10 日，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MFDS）发表消息称：韩国进口食品等进口、销售企业降临贸易从中国上海

（SHANGHAI CHEMSPACE CO., LTD）进口、销售的干菊花腐霉利超标，命令其停止销售并召回该产品。 

该产品中检出腐霉利 0.8mg/kg，在韩国，该类产品中腐霉利的标准应不超过 0.1mg/kg。 

召回对象：由降临贸易进口，中韩贸易分装、销售的中国产干菊花产品。 

原文链接：
https://www.mfds.go.kr/brd/m_99/view.do?seq=44082&srchFr=&srchTo=&srchWord=&srchTp=&itm_seq_1=0&it
m_seq_2=0&multi_itm_seq=0&company_cd=&company_nm=&page=1  

2020 年 3 月美国 FDA 自动扣留我国食品情况（3 月汇总）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20-04-10 

预警编号 发布日期 地区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项目 

16-124 2020/3/4 广东湛江 Guangdong Gourmet Aquatic Products Co., Ltd 罗非鱼 磺胺嘧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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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编号 发布日期 地区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项目 

Aug-99 2020/3/5 湖北襄阳 
ZAOYANG CITY ZHonGSHENG MODERN 
AGRICULTURE CO.,LTD 

干蘑菇 多菌灵 

99-32 2020/3/11 湖南长沙 HUNAN YIHECUN FOOD CO., LTD 
谷物产品、冰淇淋、

肉类等多种食品 

拒绝接受 FDA

检查 

16-81 2020/3/21 福建福鼎 Fujian Fuding Seagull Fishing Food Co.,Ltd 小黄鱼 沙门氏菌 

Feb-45 2020/3/24 广东广州 
Guangdong Foodstuffs import & Export 
Corp. 

虾片 胭脂红、淡红 

Feb-45 2020/3/26 广东广州 Guangzhou Chenxi Food Co Ltd 饼干 赤藓红、胭脂红 

Feb-45 2020/3/27 广东深圳 
Shenzhen Tian Jun Cereals Oils & 
Foodstuffs 

软糖 
诱惑红、喹啉黄

SS、亮蓝 

美国调整对我国出口蛋卷等产品的自动扣留措施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20-04-10 

预警编号 发布日期 地区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项目 自动扣留措施 

5 月 25 日 2020/3/23 福建福州 Fujian Dongcheng Foods Co., Ltd 干木耳丝/片 污秽或腐败 解除自动扣留 

Feb-45 2020/4/3 浙江温州 
WENZHOU GOLDEN DEER PET 
PRODUCTS CO., LTD 

狗粮 柠檬黄、亮蓝 实施自动扣留 

Feb-45 2020/4/7 福建福州 
Fujian Cereals, Oils & Foodstuffs 
import & Export (Group) Corp. 

面条产品 色素 实施自动扣留 

Feb-45 2020/4/8 广东中山 
Zhong Shan Juxiang Yuan Food Co. 
Ltd. 

蛋卷 柠檬黄、胭脂红 实施自动扣留 

2020 年 3 月中国出口韩国食品违反情况（3 月汇总）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20-04-09 

原文链接：http://news.foodmate.net/2020/04/556452.html   

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通报（2020 年第 15 周）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20-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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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4-7 西班牙 狗咬胶 2020.1564 
微生物污染物（其他）：肠杆菌科高

计数（1, 7.7, 18, 84, 25 CFU/g）。 

仅限通知国分销/物理、

化学处理 
注意通报 

 2020-4-8 西班牙 花生 2020.1569 
黄曲霉毒素（B1= 3µg/kg;Tot.= 

5.9µg/kg） 

产品未在市场销售/施加

海关封志 
拒绝入境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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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食品标签标注实施灵活操作规定 

来源：厦门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网 2020-04-15 

2020 年 4 月 10 日，日本消费者厅网站发布通知，新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扩散后，根据《食品标签法》制定的食品

标签标准灵活操作规定，对除了对预防健康非常重要的过敏原和有效期标示之外的标签标示，实施灵活操作。如

食品标注的原料成分、营养成分与实际不一致的，一般仅向消费者发出通知，并在公司内部和网站公布，暂不对

此类情况强制实施监管行动。  

该通知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实施。  

此外，新冠疫情期间对中国进口的食品原料实施的《关于食品标示标准的应用》将被废止。  

更多详情参见：http://www.caa.go.jp/notice/entry/019558/   

乌克兰批准两项食品标准 

来源：厦门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网 2020-04-15 

2020 年 4 月 9 日，乌克兰经贸农业发展部发布命令草案，批准《果汁及类似产品标准》和《咖啡和菊苣提取物标

准》。主要内容包括：术语解释、产品分类和定义、标签标示要求等内容。  

上述两个命令草案自发布之日起 6 个月后生效。  

澳大利亚发布进口动物产品健康证书临时要求 

来源：厦门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网 2020-04-14 

2020 年 4 月 9 日，澳大利亚农业部发布 53-2020 号公告，即新冠疫情期间对于进口动物产品健康证书的临时要

求。  

因近期新冠疫情的发展，快件运输受到极大影响，进口商无法及时向澳大利亚边境检查机构提交健康证书正本。

为确保货物进口，澳大利亚农业部允许进口商先行提交证书的电子副本供官方检查，在某些情形下，还会要求出

口国主管部门都对证书进行验证。澳大利亚也会追究进口商提供虚假证书所需承担的责任。  

该临时措施将持续到 2020 年 7 月 1 日。  

更多详情参见：https://www.agriculture.gov.au/import/industry-advice/2020/53-2020   

韩国发布《食品法典》部分修改单，修改 82 种农药的残留限量标准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20-04-14 

4 月 14 日，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MFDS）发布了第 2020-24 号告示，修改《食品法典》的部分内容，其主要内

容如下： 

1. 修改食品辐照处理定义：将 X射线用于检验的情况排除在食品辐照处理范围之外。 

2. 修改食品原料分类表：新设定及修改植物性原料分类。 

3. 修改鱿鱼的重金属镉的限量标准。 

4. 将放射性铯（134Cs ＋ 137Cs）的标准的适用对象食品中其它食品的定义由“所有食品及农产品、畜产品、水产

品”修改为“所有食品”。 

5. 在禁用非法添加物质目录中新增加 2 种阳痿治疗剂类似物质，并新设定其试验法。 

6. 修改储存及流通标准，使冷冻水产品在进行异物清除、筛选或者切割等简单处理时，可以暂时解冻。 

7. 修改豆油中碘的规格标准。 

8. 梳理食品原料目录。 

9. 新设定兽药残留标准豁免对象物质目录。 

10. 修改及新设畜产品、水产品中残留物质的残留限量标准适用原则。 

11. 新设定及修改草铵膦等 82 种农药的残留限量标准。 

12. 新设定及修改一般试验法。 

13. 明确法典中的语句。 

原文链接：
https://www.mfds.go.kr/brd/m_207/view.do?seq=145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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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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批准扩大磷酸氢二钾的使用范围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20-04-10 

2020 年 4 月 8 日，加拿大卫生部发布 NOM / ADM-0145 号文件，批准扩大磷酸氢二钾（Potassium phosphate 

dibasic）的使用范围。 

据通知，磷酸氢二钾的使用范围扩大到与磷酸二氢钠（sodium phosphate dibasic）允许使用的食品范围和使用水

平相同。目前磷酸氢二钾在加拿大已经被允许用作各种标准化和非标准化食品的食品添加剂。此次修订自 2020 年

4 月 8 日起生效。 

新西兰发布可以人工养殖的水产品名录 

来源：厦门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网 2020-04-09 

2020 年 3 月 31 日，新西兰立法公报发布 2020-go1484 号公告:该国官方认定可以进行人工养殖的水产品名录，同

时宣布即日起 2018 年 1 月 25 日发布的 2018-go370 号公告作废。  

更多详情参见：https://gazette.govt.nz/notice/id/2020-go1484   

欧盟批准部分脱脂奇亚籽粉作为新型食品投放市场 

来源：食品伙伴网 2020-04-09 

据欧盟官方公报消息，2020 年 4 月 7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EU)2020/500 号条例，批准部分脱脂奇亚籽（芡欧鼠

尾草）粉（partially defatted chia seed （Salvia hispanica） powders）作为新型食品投放市场。部分修订如下： 

将脱脂奇亚籽粉列入实施法规（EU）2017/2470 中建立的授权新型食品的清单中。含有这种新型食品的食品标签

上的名称应为“partially defatted chia seed （Salvia hispanica） powders”。 

更多详情参见：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uri=uriserv:OJ.L_.2020.109.01.0002.01.ENG&toc=OJ:L:2020:109:T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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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