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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策法规与政府监管动态】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疆建设兵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现

就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食用农产品的范围 

        二、关于禁止销售食用农产品情形的判定 

        三、关于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监管范围 

        四、关于食用农产品市场准入的要求 

        五、关于食用农产品标签标识问题 

        六、关于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七、关于监督抽检和快速检验 

        八、关于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信用信息管理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6 年 6 月 13 日 

详细链接：http://www.cfda.gov.cn/WS01/CL1605/155820.html 

 

2016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 6 月 14 日启动 

         6 月 14 日下午，2016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京正式启动。来自有关部委、行业企业、

新闻媒体、科普组织等各界代表，围绕“尚德守法 共治共享食品安全”的主题，进行了主题演

讲和热烈讨论。 

  启动仪式上，农业部、质检总局、食药监总局现场公布了最新的食品、农产品、进口食品抽

检监测信息，突出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扎实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鲜明态度，推动食品安全监

管进入全程控制、预防为主、透明公开的新工作常态。 

  中国记者协会向全国新闻舆论工作者发出倡议：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社

会共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做食品安全工作的科学传播者、真实记录者和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保障食品安全必须坚持标本兼治、德法并举，依靠企业、政府、社会主

体多元共治，综合运用道德、法律、行政、市场手段，推进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据了解，宣传周活动是由国务院食品安全办联合工信部、农业部、国家卫计委、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食药监总局、国家网信办等共 17 个部门共同启动。宣传周期间，有关部委将以每天举

办一个“部委主题日”的形式，先后开展法律法规宣讲、道德诚信教育、科学知识普及、科技成

果展示等 70 多项食品安全主题宣传活动。 

http://www.cfda.gov.cn/WS01/CL1605/1558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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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链接：http://news.xinhuanet.com/live/2016-06/14/c_1119042601.htm 

 

食药监总局王红：将从严处罚连续出现食安问题的企业 

        6 月 14 日，以“尚德守法 共治共享食品安全”为主题的 2016 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

暨第八届中国食品安全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上，食品药品监管总局食品监管三司司长王红公布

了将近半年内连续 2 批次以上样品抽检不合格的 16 家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名单。  

  王红指出，再次公布这些不合格食品单位名单和处理情况，就是要告诫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

认真落实《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食品生产经营管理，严格控制产品质

量，保证食品安全。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不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法》法律法规，不严格执行食品

安全标准，特别是连续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生产经营者进行从严处罚。 

详细链接：http://www.ce.cn/cysc/sp/info/201606/14/t20160614_12850279.shtml 

 
质检总局林伟：用“四个最严”打造进口食品放心工程 

          6 月 14 日，以“尚德守法 共治共享食品安全”为主题的 2016 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

暨第八届中国食品安全论坛在北京举行。质检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局长林伟在会上指出，2016

年质检总局将按照国务院食安办总体部署，用“四个最严”着力打造进口食品放心工程。  

今年上半年，质检总局对进口乳制品、食用植物油、水产品、肉类、酒类等五大类重点产品进行

专项检查。1—5 月，全国抽检检验检疫机构从 37 个国家或地区进口的上述产品检出不合格产品共

275 批、2.7 万吨，占不合格进口食品总重量的 93.1%。不合格进口食品，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均

按照有关规定做退运或销毁处理，未进入国内市场。 

详细链接：http://www.ce.cn/cysc/sp/info/201606/14/t20160614_12850115.shtml 

 

农业部广德福：推进“瘦肉精”等 7 项专项整治行动 

        6 月 14 日，以“尚德守法 共治共享食品安全”为主题的 2016 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

暨第八届中国食品安全论坛在北京举行。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巡视员广德福在论坛上表

示，今年 1 至 5 月农业部开展的两次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结果显示，全国农产品质量安

全水平总体向好。农业部将继续大力推进农兽药使用及残留、违禁物质“瘦肉精”等非法添加、

畜禽屠宰等 7 项专项整治行动，持续加强监测预警，创新监管模式，推进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的创建。 

详细链接：http://www.ce.cn/cysc/sp/info/201606/14/t20160614_12849637.s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live/2016-06/14/c_1119042601.htm
http://www.ce.cn/cysc/sp/info/201606/14/t20160614_12850279.shtml
http://www.ce.cn/cysc/sp/info/201606/14/t20160614_12850115.shtml
http://www.ce.cn/cysc/sp/info/201606/14/t20160614_1284963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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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政策法规与政府监管动态】 

欧盟公布新的动物卫生法律 

    6 月 10 日，欧盟代表团发布 G/SPS/GEN/1492 号通报，公布了新的关于动物卫生的法律。新法

律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对传染性动物疾病进行修改，新法规已于 2016 年 3 月 9 日起采用，同时公布了一个欧盟动

物健康法律框架，简化了传染性动物疾病的防治原则，这些新规定将生效至 2021 年 4 月 21 日。 

        2. 将动物卫生法律加入欧盟的动物卫生战略中，强调“预防胜于治疗”的原则，加强对整个农

业食品链的健康和食品安全标准的执行。相关通报包括 2013 年 5 月 21 日的 G/SPS/N/EU/45 号通

报和 2016 年 5 月 2 日的 G/SPS/N/EU/45/Add.2 号通报。 

        3. 新规定的原则和规则适用于养殖和野生的陆生、水生和其他动物以及动物产品，包括制定预

防规则，控制和消灭传染性动物疾病，相关急救措施等。现行的欧盟对动物健康的法律法规将由

单一的和全面的法律框架所取代。欧盟以外国家和地区的动物和动物产品的贸易系统基本保持不

变。 

        4. 制订相关的动物卫生监管措施和实施措施。 

详细链接：http://www.aqsiq.gov.cn/xxgk_13386/tzdt/gzdt/201606/t20160613_468273.htm 

 

【热点问题播报】 

多措并举 协同共治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 6 部门全力推进学校校园及周

边食品安全工作 

        青少年饮食安全，直接关系祖国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关系亿万家庭的幸福、社会的稳定。为加

大学校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工作力度，形成监管合力，进一步提高学校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水平，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 6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强化学校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 

  《意见》对各地食品安全办、综治组织、教育、公安、城市管理执法、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及

学校、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校园周边食品经营者等分别提出了强化学校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

工作的具体要求。 

详细链接： http://www.sda.gov.cn/WS01/CL0051/156681.html 

 
 
 

http://www.aqsiq.gov.cn/xxgk_13386/tzdt/gzdt/201606/t20160613_468273.htm
http://www.sda.gov.cn/WS01/CL0051/1566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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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2016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中国食品辟谣论坛在京举行 

     2016 年 6 月 27 日，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中国食品辟谣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由新华网

主办，旨在共同探讨谣言传播路径和处理机制，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引导公众走出食品安全认知

误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滕佳材出席活动并讲话。 

  滕佳材表示，食品药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是民生问题也是政

治问题，食品安全的舆论宣传关系着监管工作的全局。在新媒体语境下，经常出现的网络谣言给

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极大困扰。净化网络环境、驳斥食品谣言、传递科学信息、培育理性社

会，政府监管部门任重道远。 

  滕佳材指出，构建完善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除了政府部门，还必须让产业、学界、媒体，

以及最重要的消费者都参与进来。辟谣信息的发布既要有力度，更要有温度，行政的发布变成让

老百姓愿意听才是关键。 

  滕佳材强调，食品安全身系国家公共安全，产业发展的阶段性问题容易滋生食品安全谣言和

不实信息，新《食品安全法》第 141 条为加强食品安全网络谣言治理提供了法治条件和基础。大

力构建尚德守法、社会共治的食品安全监管与社会舆论格局，各有关部门、社会组织、知名网友

和广大网民共参与、齐给力，不断探索和创新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和传播的方式，综合运用法律、

道德、教育、技术等手段打“组合拳”，共同治理食品安全网络谣言，推进实施食品安全战略。 

  来自政府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科普专家、法律界等近 200 人参加了此次论坛。 

详细链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06-30/doc-ifxtscen3036768.shtml 

 

2016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中国食品消费者论坛在京举行 

   6 月 28 日，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中国食品消费者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由中国营养保健食品

协会、新京报主办。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滕佳材出席活动并讲话。 

  作为 2016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的系列活动，消费者论坛首次搭建普通消费者与政府管理者、

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交流平台，探讨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监督的创新举措，推动食品安全社会

共治。 

  滕佳材指出，提升食品安全综合治理能力，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既需要政府部门不断加强

监管，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唯有以法制为保障，以道德为基石，激发多元社会力量共同

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方能构筑起食品安全的坚固防线。 

  滕佳材表示，提升食品安全综合治理能力，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既需要政府部门不断加强

监管，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唯有以法制为保障，以道德为基石，激发多元社会力量共同

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方能构筑起食品安全的坚固防线。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没有群众的广泛参

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就失去了基本条件和力量源泉。 

  来自政府部门、学术机构、企业、媒体等方面代表和普通消费者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 

http://finance.sina.com.cn/realstock/company/sh603883/nc.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06-30/doc-ifxtscen30367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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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链接：http://www.sda.gov.cn/WS01/CL0050/157440.html 

 

第 39 届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大会召开 

        第 39 届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大会于 2016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1 日在意大利罗马召开。来自

123 个成员国、1 个成员组织（欧盟）和 38 个国际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派

出了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和香港食环署的 15 名代表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参加

了会议。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张志强副司长任代表团团长。 

        本次会议共涉及 22 项议题，包括在第 8 步和第 5/8 提交的标准草案及相关文本的审议、在第

5 步提交的拟议标准草案及相关文本的审议、现行法典标准和相关文本的废除、食典标准及相关文

本的修正案、新标准及相关文本的制定以及终止工作的建议、法典工作管理及执委会的职能、FAO

和 WHO 政策、战略和准则与法典工作之间的关系、抗生素耐药性工作、各下属委员会和特设工作

组向食典委提出的事项、法典预算计划和支出报告、FAO/WHO 对法典的科学支持、FAO/WHO 能

力建设活动、信托基金、食典委与其他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选举主席和副主席等。 

        经大会讨论，会议通过了 31 项国际食品法典标准，7 项标准新工作。通过的 31 项国际食品法

典标准中，包括中国担任主持国的国际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和国际农药残留法典委员会所提交

的上百项食品添加剂和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以及我国与日本共同牵头的《糙米中无机砷限量标

准》。 

        本次会议关注了抗生素耐药性问题，并就法典工作管理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 

详细链接：

http://www.cfsa.net.cn/Article/News.aspx?id=8B8DDB8D10F067369064827825E6FDC9541AF9D7269909

4B 

 

食品接触用粘合剂标准研讨会在京召开 

        2016 年 6 月 15 日，我中心承担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项目《食品接触用粘合剂》研讨会在北

京召开。来自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中心、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上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法总队、

常州进出口工业及消费品安全检测中心、中国胶粘剂标委会的专家以及相关企业代表共 25 人参加

会议。 

        会议由我中心标准三室朱蕾副研究员主持。朱蕾介绍了起草组开展的粘合剂国外法规研究、我

国粘合剂行业调查等前期工作以及标准草案。协作单位常州进出口工业及消费品安全检测中心商

贵芹高工介绍了粘合剂产品检测方案。与会人员主要围绕食品接触用粘合剂定义、理化指标的设

置、粘合剂用原料物质名单的管理以及信息传递等方面进行了讨论。会议议定，起草组在下一步

工作中应重点对我国现有批准的粘合剂用物质名单进行分类和筛选，进一步论证按照粘合剂原料

配方管理的可行性，并采集代表性样品对相关指标进行检测和评估，科学设置限量。 

        粘合剂是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食品接触用粘合剂标准的制定对于保证食

品接触用粘合剂的使用安全、促进行业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 

http://www.sda.gov.cn/WS01/CL0050/157440.html
http://www.cfsa.net.cn/Article/News.aspx?id=8B8DDB8D10F067369064827825E6FDC9541AF9D72699094B
http://www.cfsa.net.cn/Article/News.aspx?id=8B8DDB8D10F067369064827825E6FDC9541AF9D7269909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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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链接：

http://www.cfsa.net.cn/Article/News.aspx?id=483034B0C7A9297BE7D960156566A7FE4BC00F1F3341FA

AD 

 

【科学声音】 

国家食药总局发布《如何吃得更安全——食品安全消费提示》 

        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明确食品安全工作的四大原则：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控制、社

会共治。以此原则为指导，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组织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和相关行业协会、权威

专家，以保障公众食品安全为出发点，以指导科学消费为落脚点，着眼于日常消费量大的食品品

种，针对可能的食品安全盲点和消费误区，结合当前夏季温度高、湿度大等特点，编制了系列消

费提示。 

  总体来看，消费者在选购、存储和加工制作食品时应注意以下三方面： 

  一是通过正规可靠渠道购买并保存凭证，看清外包装标签标识中的食品生产单位和产品相关

信息，如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者名称和地址、成分或配料表、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适用人

群等。不要购买无厂名、厂址、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产品，不要购买超过保质期的产品。 

  二是购买后按照标签所示方式保存，保存期限不要超过保质期。按照标示方法加工食用。老

人、孕妇、婴幼儿、免疫力低下和易过敏人群应特别关注食品适用人群。散装食品注意适量买入，

妥善保藏。 

  三是食品加工制作时应注意清洁卫生。加工人员应洗净双手。制作前确认食材新鲜，没有变

质。食材要洗净，刀具、案板和餐具等要清洁并生熟分开。加热烹制过程要做到烧熟煮透，凉菜

要现做现吃。 

除了上述注意点以外，消费提示还对不同特点食品的选购、存储、加工提出了建议。 

详细链接:  http://www.sda.gov.cn/WS01/CL1680/155980.html 

 

 

国家食药总局关于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的科学解读 
魏益民，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教授  

李凤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微生物实验部主任、研究员 

谭 斌，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粮油加工室副主任、研究员 

王松雪，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粮油安全室副主任、研究员 

 

一、背景信息 

http://www.cfsa.net.cn/Article/News.aspx?id=483034B0C7A9297BE7D960156566A7FE4BC00F1F3341FAAD
http://www.cfsa.net.cn/Article/News.aspx?id=483034B0C7A9297BE7D960156566A7FE4BC00F1F3341FAAD
http://www.sda.gov.cn/WS01/CL1680/1559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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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发现个别小麦粉产品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

（Deoxynivalenol ,简称 DON）超过标准限量值。何为 DON，污染原因是什么，有何健康风险，如

何防控，本期为您解读。 

二、专家解读 

  （一）DON 是各国谷物中检出率最高的一种真菌毒素。 

     （二）DON 对动物和人均有一定毒性。 

         （三）全球高度重视谷物及制品中 DON 的控制，在食品安全限量范围内的 DON 不会对消费

者健康构成风险。 

三、专家建议 

  加强“从田间到加工过程”的全链条风险控制，构建全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关键环节层层

把关，减低污染风险。加强抗病品种培育、轮作倒茬、疫情预报和病害防治工作，特别是在小麦

抽穗扬花等时段加大谷物真菌污染的防控力度，从源头杜绝和减少污染。加强粮食收购和储运监

测的监管，严控污染小麦进入食品流通和加工环节。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加大对原料的把关，通过

加大快速检测和实验室检验力度，避免采购来自赤霉病发病区域的原料和使用超标粮食作为食品

原料；同时，加强对面粉产品生产过程防控管理及产品出厂检验。 

详细链接：http://www.sda.gov.cn/WS01/CL1679/155162.html 

 

 

国家食药总局关于“麻痹性贝类毒素”的科学解读 

杨大进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风险监测部主任 

黄志勇 集美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 

唐 勇 暨南大学食品安全与营养研究院教授  

江天久 暨南大学赤潮与海洋生物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背景信息 

  近期，新西兰初级产业部（MPI）消息称，在例行贝类毒素检查中发现该国部分海域内的麻痹

性贝类毒素高达 1.8mg/kg，超出 MPI 设置的 0.8mg/kg 的安全限。MPI 随即发出公共卫生预警，劝

告市民不要收集或食用来自该区域的双壳贝类。究竟什么是麻痹性贝类毒素？国内外的标准对其

限量如何规定？消费者该如何进行防范？本期为您解读。 

二、专家观点 

  （一）麻痹性贝类毒素是一类具有神经肌肉麻痹作用的生物毒素。 

        （二）麻痹性贝类毒素毒性极强，尚无特效的解毒方法。 

        （三）全球大多数国家已针对麻痹性贝类毒素建立起严格的限量标准。 

三、专家建议 

http://www.sda.gov.cn/WS01/CL1679/1551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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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对麻痹性贝类毒素的监测与监管。建立完善的防范 PSP 监测和管理体系，通过关

闭或开放养殖区贝类的采捕和上市销售实现对该类毒素的有效监管。 

  （二）发挥媒体宣传作用，提高消费者的防范意识。通过媒体加强对消费者的宣传教育是防

范 PSP 中毒的另一重要内容。在贝类染毒高峰期，应及时通过媒体普及与该类毒素相关的知识，

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 

  （三）消费者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水产品。建议消费者在购买贝类等水产品时，尽量选择去

大型、正规的超市或市场购买。沿海地区的消费者在毒素暴发高峰期不要采捕和购买食用野生的

贝类。 

详细链接：http://www.sda.gov.cn/WS01/CL1679/155161.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1679/15516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