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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策法规与政府监管动态】 

农业部关于印发《“十三五”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规划》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农机、畜牧、兽医、农垦、农产

品加工、渔业（水利）厅（局、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水产局，部直属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稳步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确保农业产业健康发

展和公众“舌尖上的安全”，我部研究编制了《“十三五”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规划》。现印发

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农业部 

                                   2017 年 3 月 8 日 

详细链接：http://www.moa.gov.cn/zwllm/tzgg/tz/201703/t20170313_5519727.htm 

国家标准委有关负责人解读《推进国家标准公开工作实施方案》 

3 月 16 日，“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正式上线运行，第一批 3037 项推荐性国家标准文本

已经在该系统实现了公开。这项举措是经国务院标准化协调推进部际联席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审

议，并由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国家标准委）印发的《推进国家标准公开工作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具体部署的。日前，国家标准委有关负责人（以下简称负责人）就《方案》的制

定和贯彻落实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记者：“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几天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免费公开

国家标准，当初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负责人：国家标准免费公开是在标准化改革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提出的，是贯彻新发展理念，

实现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具体举措。从企业的角度看，国家标准免费公开有利于便捷查阅标准，

有利于促进企业研制和运用先进标准进行生产，从而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从消费者角度看，国

家标准免费公开可以使社会公众更加便捷地获取标准、了解标准、引导消费，消费者可以通过标

准了解产品技术指标，选购优质产品，享受优质服务，还可以对不符合标准的产品进行监督，维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记者：请具体介绍一下国家标准免费公开的内容和方式。 

负责人：“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已经上线运行，登录该系统就可以看到免费公开的内容。

《方案》规范的国家标准公开内容，包括批准发布的国家标准文本（含标准修改单）、标准题录

信息、标准制修订有关信息。 

记者：行业、地方标准及团体、企业标准是否也要公开？ 

负责人：按照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的要求，标准公开工作涉及由政府主导制定的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需要国家、行业和地方共同推进实施。《方案》主要针对国家标准

公开工作作出了部署，同时对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公开工作也提出了相应要求。 

目前，行业标准涉及国务院 40 多个部门，地方标准涉及 31 个省（区、市）。目前已经有一

些部门公开了其行业标准，有近一半的省（区、市）也公开了其地方标准。国务院各部门、各省

（区、市）人民政府应参照《方案》，并按照“谁发布谁公开”的原则，积极推动行业标准和地方标

http://www.moa.gov.cn/zwllm/tzgg/tz/201703/t20170313_55197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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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免费公开工作。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均属于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其版权属制定主体享有，

是否公开由制定主体自行决定，政府不宜干涉。 

详细链接：http://www.sac.gov.cn/xw/bzhxw/201703/t20170323_235735.htm 

 严字当头 勇于担当 全国食品药品稽查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2017 年 3 月 23-24 日，全国食品药品稽查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

院对食品药品执法办案工作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

议精神，全面总结一年多来食品药品稽查工作，深入分析形势，部署 2017 年重点工作。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咸泽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多来，全国各级食品药品稽查部门发挥不怕吃苦，敢打硬仗的务实作风，

以全面贯彻落实“四个最严”为主线，以查处大案要案为抓手，对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态

势，2016 年全系统共查办案件 293309 件，没收违法所得 2.4 亿元，罚款 23.9 亿元，捣毁制假售

假窝点 683 个，与 2015 年相比，案件数量下降了 17%，但大要案数量明显增加，没收违法所得

增加 16%，罚款增加 47%，充分发挥了稽查震慑作用，维护了食品药品安全稳中向好局面。 

会议强调，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各级食品药品稽查部门要从“大稽查”角度牢牢把握稽查

在监管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准确认识经济社会形势新变化、违法犯罪新特点、稽查队伍新情况带

来的三个挑战，深刻领会党中央国务院对食品药品执法办案工作的期许和要求，从落实党的十八

届六中全会精神，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高度准确理解稽查的职责和使命，严字当头，

勇于担当，严厉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为，振士气、显权威，切实发挥稽查的“钢刀利刃”作用，

确保公众饮食用药安全。 

会议要求，全国食品药品监管系统要围绕总局部署的九大任务，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

积极查办大案要案，让败德违法者受到惩治。二是加强稽查执法协查协作，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

和水平。三是大力推进案件信息公开，严格案件审核。四是加强稽查人员执法能力培训，规范稽

查执法，激发办案积极性，进一步提升稽查队伍能力水平。 

详细链接：http://www.sda.gov.cn/WS01/CL0050/171036.html 

 

【行业动态及热点问题播报】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迅速组织查处 3·15 晚会曝光营销欺诈乱象涉事企

业和产品 

2017 年央视 3·15 晚会曝光了个别企业在销售食品过程中，涉嫌通过会议营销等方式，虚假、

夸大宣传，声称所售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欺骗消费者。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立即部署安

徽、江西、山东、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迅速组织查处涉事企业和产品，并派员赴湖北参与

现场处置。 

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管局迅速召集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管局，会同市公安局等成立联合执法行动

组，开展专项行动，组织检查组赶赴现场调查。联合执法行动组依法对涉事武汉乐百龄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湖北国创伟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资质、产品合法性、宣传情况等进行了检查。

执法人员对上述产品、相关宣传资料等证据进行了先期登记保存。 

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第一时间部署查处工作，并派出调查组赴现场指导。3 月 15 日当晚，

阜阳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已组织颍东区、颍州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曝光的安徽润九生物技术

http://www.sac.gov.cn/xw/bzhxw/201703/t20170323_235735.htm
http://www.sda.gov.cn/WS01/CL0050/1710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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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原注册地和变更后地址现场突击检查；颍州区市场监管局依据《食品安全法》《反不正当竞

争法》，对该公司立案调查。 

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立即部署，南昌市、区两级食品药品监管人员已于 3 月 16 日上午对涉

事的江西南昌嘉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调查；目前已对样品进行抽样、送检，并暂扣了现场发

现的资生牌麦卡多安口服液和天昱棠牌奥利奇善胶囊。 

山东省食品安全办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专题研究处置措施，迅速部署处置工作。目前，威海

市已成立工商部门牵头，食品药品监管、公安等部门配合的联合执法组，对涉事的威海艾维尔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经查，该企业经营方式是以批发形式销售给经销商，未发现直接

开展会议营销情况；但该公司网站和宣传资料存在夸大产品功效、涉嫌虚假宣传的内容，已被工

商部门立案查处。 

下一步，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将密切跟踪指导各地查处进展情况。涉事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

继续深挖细查，依法严厉查处。通过走访购买者等渠道，全面收集企业虚假、夸大宣传、欺骗消

费者的宣传材料、视频资料等证据；进一步查清企业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所售食品等情况；

追查涉事产品来源及销售流向，涉及其他地区的，及时通报相关地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开展协查，

实行全链条打击；同时做好涉案食品召回、下架退市等处置工作。 

详细链接：http://www.sda.gov.cn/WS01/CL0050/170839.html 

农业部部署严厉打击非法使用兽用抗菌药物行为 

3 月 18 日，农业部向各地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畜牧兽医部门严厉打击饲料生产和养殖环节违

法使用兽用抗菌药物行为。 

《通知》指出，当前，一些少数单位和个人为牟取私利违法违规使用人用药、兽药等问题突

出，性质恶劣，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必须坚决从严惩处。 

《通知》强调，各省（区、市）畜牧兽医部门要迅速行动，制定工作方案，开展专项检查，

针对突出问题，坚决打击兽用抗菌药物违法违规使用行为。 

一是严厉打击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违法违规行为。重点查处在饲料添加剂产品中添加

兽药、人用药以及其他对养殖动物或人体具有直接或潜在危害物质的行为；重点查处饲料产品中

超剂量超范围使用药物饲料添加剂、使用人用药、使用激素类药品和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规

定的其他禁用药品的行为；重点查处生产过程中直接使用原料药的行为；重点查处使用药物饲料

添加剂但未在饲料标签中注明的行为。 

二是严厉打击养殖者违法违规行为，重点查处超剂量或超范围用药、违规使用原料药、不执

行休药期、不按兽用处方药规定使用处方药、滥用兽用抗菌药物等违法行为。 

三是切实加强追踪溯源，对在饲料生产环节和养殖环节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假劣兽药、原料药

一查到底，对其生产、经营者给予严肃处理。 

《通知》要求，各级畜牧兽医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兽用抗菌药物监管工作的重要性。加强组

织领导和工作协调，充分调动饲料、兽药、动物卫生监督、农业综合执法等各方面力量，形成监

管合力，提升监管能力。强化监管责任落实，建立健全工作考核评价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对失

职、渎职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建立监督举报、检打联动和信息通报共享机制，构建打击违法

违规行为长效机制。 

详细链接：http://www.moa.gov.cn/zwllm/zwdt/201703/t20170318_5529288.htm 

 

http://www.sda.gov.cn/WS01/CL0050/170839.html
http://www.moa.gov.cn/zwllm/zwdt/201703/t20170318_55292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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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动物防疫专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2 月 27 日，第二届全国动物防疫专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京召开，对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进行

研讨，对 2017 年重大动物疫病流行趋势进行评估和预测，提出相应防控建议。农业部副部长、专

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于康震出席会议。 

于康震指出，2016 年，委员会立足国情，面向动物疫病防控主战场，聚焦防疫工作重点，出

谋划策，动物防疫智库在动物防疫工作的核心支撑作用已不断彰显，“智库咨政”的工作格局已

基本形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专家委员会要立足国家智库建设的大背景找准定位，立足服务动

物防疫事业的大前提发挥作用，立足打造农业精品智库的大格局谋求发展。 

于康震要求，专家委员会的咨询意见要努力体现学术性与可操作性相统一，既要有远见卓识

和一定的前瞻性，又要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现实可能性；既要发挥专业特长，又要综合运用经

济、法规、市场、行政和社会的资源和手段。委员会专家要努力做到幕后和台前相兼顾，既要甘

于寂寞，不计名利，默默奉献，关键时刻又要主动发声，解疑释惑，以正视听。专家的建言献策

要努力实现瞄准国际先进与符合中国国情相结合，既要充分吸收国际最新科技成果，又要立足国

情和地方实际出主意想办法。委员会委员要做“靠得住”的专家，努力做到智力支持无保留，直

言相谏无顾虑，同心同德无私利，部门协调无偏见。 

于康震强调，委员会要持续跟进 H7N9 流感防控有关工作，提前谋划科学可行的防控政策建

议。 

国家首席兽医师、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仲秋主持会议。来自兽医、经济、科技、质检、

林业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 65 名专家委员参加了会议。 

详细链接：http://www.cfr.gov.cn/nyxx/snxx/201702/t20170228_250266.htm 

食品接触材料风险评估工作研讨会在京召开 

2017 年 3 月 21 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在北京召开食品接触材料风险评估工作研讨

会。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评估处齐小宁处长出席会议。来自行政管理、疾控机构、科研院校、

行业协会、相关企业等部门和单位的 40 余名专家参加了会议，参会专家工作领域涉及食品安全标

准、风险评估、检验分析、毒理学评价、材料工程与安全控制等。会议由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中心评估二室主任刘兆平研究员主持。 

会议介绍了十二五期间食品接触材料风险评估主要工作和取得的进展，重点讨论我国食品接

触材料评估参数构建工作、食品接触材料中甲醛风险评估结果和管理建议以及食品接触材料风险

评估“十三五”工作计划。与会专家对食品接触材料风险评估基础数据库建设、关键技术研发、

“十三五”重点工作等提出专业建议。齐小宁处长就如何做好风险评估“十三五”规划落实以及

发挥风险评估支撑作用提出了具体要求。 

详细链接：
http://www.cfsa.net.cn/Article/News.aspx?id=4CBD66B2C524D208C89A30E14BB1951915A8B77BC21D495

D 

2016 年中国居民食物消费量调查工作总结会在北京召开 

2017 年 3 月 22 日，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会同食品评估中心在北京市召开 2016 年中国居民

食物消费量调查工作总结会。 

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副司长张磊时副司长在讲话中着重指出，食物消费量调查是一项重要

的食品安全基础工作，作为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十三五”规划》和

http://www.cfr.gov.cn/nyxx/snxx/201702/t20170228_250266.htm
http://www.cfsa.net.cn/Article/News.aspx?id=4CBD66B2C524D208C89A30E14BB1951915A8B77BC21D495D
http://www.cfsa.net.cn/Article/News.aspx?id=4CBD66B2C524D208C89A30E14BB1951915A8B77BC21D49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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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卫生计生工作要点》的重要工作内容，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

落实责任，扎实有序推进相关工作。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严卫星副主任指出，收集食物消

费量数据对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的食品安全标准制定修订和科学的风险管理至关重要，食品评估中

心要做好调查顶层设计、加强协作指导、落实年度调查计划，同时各省还应关注本地特色食品的

人群消费状况调查，满足地方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需求。 

本次会议对 2016 年全国食物消费量调查工作的组织实施进行了总结和交流。通过本次总结会

议，交流了工作经验、明确了下一步工作目标和思路，为更好落实 2017 年中国居民食物消费量调

查工作打下了基础。 

详细链接：http://www.cfsa.net.cn/Article/News.aspx?id=29D0B22527EEA144368982A3B094B6093F9A86A

4D3588DB2 

2017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 6 月底举行 

近日，国务院食安办、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公安部、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等 19 个部门发布通

知，暂定于 6 月 29 日~7 月 13 日举行 2017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今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的主题为：“尚德守法 共治共享食品安全”。宣传周将从中央层面、

地方层面和社会层面组织多项活动，引导社会各界参与食品安全普法宣传和科学知识普及，积极

参与社会监督，营造浓厚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氛围。 

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的活动包括“双安双创”成果展、“一带一路”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

坛、食品安全网络知识竞赛、第九届中国食品安全论坛系列活动、食品安全传播力论坛、全国儿

童食品安全守护行动、餐饮业食品安全质量提升企业交流会、食品安全社会共治高峰论坛暨中国

连锁经营协会食品安全双年会、连锁企业食品安全科普公益行动、食品安全“进万家”活动、

“新食局”公开课、食品安全媒体训练营等。 

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由中国健康传媒集团主办、中国食品药品网承办的食品安全传播力论

坛，将发布食品安全信息传播力分析报告，运用大数据手段揭示食品安全谣言的生成机理和扩散

途径，解析权威科学知识的普及效果，提升食品安全科普传播精准度和感染力。 

宣传周期间，各部门也将分别举办与食品安全相关的部委主题日活动。 

详细链接： 
http://www.legaldaily.com.cn/Food_Safety/content/2017-03/23/content_7065321.htm?node=70442 

 

【科学声音】 

食药总局食品安全风险解析：关于“氯丙醇酯和缩水甘油酯”的风险解析 

王兴国，江南大学食品学院油脂及植物蛋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谷克仁，河南工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 

李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主任助理、研究员 

一、背景信息 

近期有相关机构的研究报告指出，在 200℃以上高温精炼过程中，棕榈油比其他植物油会产

生更多的氯丙醇酯、缩水甘油酯。随后，一些媒体关于食品中氯丙醇酯、缩水甘油酯毒性的报道

引起了消费者的关注。本期我们为您解读。 

二、专家观点 

http://www.cfsa.net.cn/Article/News.aspx?id=29D0B22527EEA144368982A3B094B6093F9A86A4D3588DB2
http://www.cfsa.net.cn/Article/News.aspx?id=29D0B22527EEA144368982A3B094B6093F9A86A4D3588DB2
http://www.legaldaily.com.cn/Food_Safety/content/2017-03/23/content_7065321.htm?node=70442


 

 

7 
 

      （一）3-氯丙醇酯和缩水甘油酯是全球关注的植物油污染物。 

      （二）一些研究认为这两种物质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风险较低。 

      （三）目前国际上未制定这两种物质的限量标准。 

      （四）优化精炼工艺可以减少这两种物质的含量。 

三、专家建议 

   （一）建议加强分析研究，为这两种物质是否需要制定限量标准提供科学依据。 

     （二）针对不同油脂原料特点，比如有些油适合冷榨，有些适合热加工，建立不同的加工方式。

适度加工，减少有害物质的形成，避免各种风险因子的过量形成。 

（三）建议消费者日常饮食注意营养搭配，食物多样化，参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

中的指导摄入量食用植物油，避免过量摄入。 

详细链接： http://www.sda.gov.cn/WS01/CL0051/171083.html 

 

面条久煮不烂，是加了什么东西吗？用水一洗，露出真面目！ 

钟凯，博士，副研究员 

面条是东方人最重要的主食之一，其吃法多种多样，煮面、炒面、拌面、蒸面各有各的味道。

有消费者发现，现在在超市或农贸市场买的面条特别筋道，即使煮很久都不会烂，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把面条用水洗，洗到最后竟然剩下来的是一团黏糊糊的胶！传言这些面条加了塑化剂或者某

种胶，人吃多了会得病！ 

        钟凯博士解读如下： 

        1、面粉水洗后得到的粘稠物是面筋，主要成分是蛋白质。 

        2、面粉增筋的传统工艺是加鸡蛋、盐、碱。 

        3、面粉里不会加塑化剂，可能加增稠剂，比如黄原胶，属于可溶性膳食纤维，安全可靠。 

        4、面粉添加魔芋粉也可增筋，原理与增稠剂一样。 

详细链接：http://mp.weixin.qq.com/s/ITsD_2s2pcP-Q1W7jQAxfQ 

 

http://www.sda.gov.cn/WS01/CL0051/171083.html
http://mp.weixin.qq.com/s/ITsD_2s2pcP-Q1W7jQAxf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