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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策法规与政府监管动态】 

国家卫计委关于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GB 

2707-2016） 等 127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公告（2016年 第 17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规定，经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审查通过，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GB 2707-2016）

等 127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详细链接：http://www.moh.gov.cn/sps/s7891/201701/77b8a50e61c94522a589b925dc3b994f.shtml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卫生计生基层机构食品安全工作指南的通

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计

生监督中心、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根据《“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要求，为指导各地依法开展卫生计生基层食品安全工作，

构建“县乡村一体化”食品安全工作体系，我委组织制定了《卫生计生基层机构食品安全工作指

南》（以下简称《指南》，可从国家卫生计生委网站下载)。现印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工作要求:  

  一、地方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做好《指南》

的贯彻落实，积极推进卫生计生基层食品安全工作。  

  二、各地要依照《指南》，结合实际，积极探索，不断创新基层食品安全工作方式方法，以服

务公众饮食安全、满足群众健康需求为出发点，优质高效开展工作，努力增强群众获得感。  

  三、《指南》是卫生计生基层机构开展食品安全相关工作的技术性参考文件，有关工作要求如

有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作出新规定的，依照有关规定执行。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 

2017年 1月 18日 

详细链接：http://www.nhfpc.gov.cn/sps/s7885/201701/706f0501771d4a90847d4ed19da386e2.shtml 

 

国家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7 年农业转基因监管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 

2016年，各级农业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切实履行职责，严格依法

监管，转基因监管工作不断加强。为做好 2017年农业转基因监管工作，促进农业转基因研究与应

用健康发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突出监管重点 

继续做好试验环节监管；继续做好南繁基地监管；继续做好品种审定环节监管；继续做好种

子生产、加工经营环节监管；突出抓好番木瓜苗木生产环节监管和进口环节监管。 

二、加大查处力度 

（一）对违法开展田间试验（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的研发者，责令停止试验，

停止安全评价申请资格，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停止科研项目，停止品种审定资格，追

http://www.moh.gov.cn/sps/s7891/201701/77b8a50e61c94522a589b925dc3b994f.shtml
http://www.nhfpc.gov.cn/sps/s7885/201701/706f0501771d4a90847d4ed19da386e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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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单位领导责任。 

（二）对以转基因品种冒充非转基因品种申请试验审定的，严格按《种子法》及相关法规规

章进行处罚。 

（三）对违法制种、繁种、销售转基因种子（种苗）的生产经营者，停止生产经营，依法没

收违法所得和种子，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四）对违规进口转基因生物，安全管控措施落实不力的进口企业和加工企业，依法责令停

止进口，停止加工资格，给予行政处罚。 

三、落实管理制度 

强化属地管理责任；落实主体责任和长效机制；加大案件曝光力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农业部办公厅 

                            2017 年 1月 13日 

详细链接：http://www.moa.gov.cn/govpublic/KJJYS/201701/t20170113_5432484.htm 

 

国家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7 年兽医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畜牧兽医（农牧、农业）厅(局、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局： 

为做好 2017 年兽医工作，我部制定了《2017 年兽医工作要点》（附后），现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本地区实际，认真抓好组织落实，确保工作取得实际成效。 

  农业部办公厅 

2017年 1月 25日 

2017 年兽医工作要点 

一、切实强化规划引领  

二、切实加强兽医体系能力建设  

三、切实加强动物疫病防治  

四、切实做好兽医卫生监督执法  

五、切实加强屠宰行业管理  

六、切实加强兽药行业监管  

七、切实加强行风建设  

八、切实加强兽医信息宣传  

详细链接：http://www.moa.gov.cn/govpublic/SYJ/201701/t20170126_5466166.htm 

 

【行业动态及热点问题播报】  

2017 年全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1 月 9日，全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要求，全系统要坚决响应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号召，凝心聚力，奋发有为，提高供给质量，严守安全底线，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会议强调，中央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提升供给体系的中心任

务是全面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要下最大气力抓全面提高质量，开展质量提升行动。这是向全党

全国做出的质量动员，更是向质检系统发出的伟大号令。 

http://www.moa.gov.cn/govpublic/KJJYS/201701/t20170113_5432484.htm
http://www.moa.gov.cn/govpublic/SYJ/201701/t20170126_54661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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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瞄准实体经济，瞄准拉动内需，瞄准高质量供给，瞄准老百姓日常消费品，提高产品质量

和服务质量；要围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下最大气力加强质量安全监管；要围绕党和国家

重大决策部署，下最大气力优化质检技术服务；要围绕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下最大气力加快质检

关键性改革。 
 

详细链接：http://mp.weixin.qq.com/s/zWyawRXr5vqSwyX1mBF2zg 

 

食药监总局：用科学和法律武器加大对谣言打击力度 

食药监总局新闻宣传司司长颜江瑛表示，食品药品谣言不仅损害国家形象、阻碍产业发展，

还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对食品药品谣言，要拿起科学和法律的武器进行打击，让食品

药品谣言无处遁形。 

针对如何治理食品药品谣言，颜江瑛表示，食药监总局主要开展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食药监总局及时发布食品药品信息。食药监总局对监管信息执行公开“五公开”，即

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同时，针对公众关心的食品“五药品安

全问题，专门制作了系列科普知识宣传品，通过总局的网站、微博、微信传播。 

第二，食品药品安全不仅具有社会性、更具有科学性。媒体要科学准确报道食品药品信息。

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食品药品新闻报道需要遵循的五项原则，即以负责任的理性态度为

统领，科学思维方法和通俗表达方式为两翼、人文关怀的理念和遵守法律底线为基础，准确报道

食品药品新闻。 

第三，多方协作加大辟谣力度。2015年网信办、农业部、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联合

新华网已专门组建了中国食品辟谣联盟。下一步，需要更多相关政府部门、专家、媒体参与，联

合起来发挥联盟更大的作用。 
 

详细链接：http://news.xinhuanet.com/food/2017-01/09/c_1120274862.htm 
 

不忘初心 筑牢食品药品安全坚固防线——CFDA 新春寄语 

过去的一年，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四

个最严”要求，重点整治食品药品领域突出问题，加快完善法规标准制度体系，着力深化药品医

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推进简政放权，加快“放管服”，推动“四有两责”落地，提升监管科

学化水平，凝聚力量齐抓共管，积极推动社会共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为改革发

展稳定大局做出了贡献。 

新的一年，我们要要敢啃硬骨头、善打攻坚战，聚焦群众关切点开展突出问题大整治，及时

回应群众期盼；要严守安全底线，抓好风险隐患排查，让监管“跑”在风险前面；要坚持问题导

向，抓好质量安全抽检，落实检验、抽检责任；要以查办大案要案为重点，强化违法案件稽查，

让败德违法者受到惩治、付出代价；要适应大众需求，推动餐饮业质量安全提升；要围绕“放管

服”，深入推进审评审批体系重建，促进食品药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强化基础基层，加强基础

工作，充实监管力量；要开展全系统业务培训，加强检查员队伍建设，提升监管水平；要落实各

方责任，构建食品安全共治共享格局。 

  

详细链接：http://www.sda.gov.cn/WS01/CL0050/169261.html 
 

中国烹饪协会发布 2017 年春节餐饮服务预警 

http://mp.weixin.qq.com/s/zWyawRXr5vqSwyX1mBF2zg
http://news.xinhuanet.com/food/2017-01/09/c_1120274862.htm
http://www.sda.gov.cn/WS01/CL0050/1692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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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响应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做好 2017 年元旦春节期间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精神，保障节

日期间餐饮市场稳定，努力营造安全放心的餐饮服务环境，使消费者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现向

餐饮服务单位做出以下风险防范提示： 

一、把好原料关。要履行索证索票、购买合格原材料的义务，做好自查及记录，特别是对米

面粮油、肉制品、水产品、酒类、饮料、调味品等重点品种的把控，避免上游产业链带来的食品

安全风险，进货要选择规模市场和品牌企业，“不图方便、不找便宜”。 

二、严格落实食品经营者主体责任，规范食品加工制作过程，严防食物中毒的发生，特别注

意冷荤凉菜、外卖餐食、自制节日礼品的食品、自助餐台、酱卤制品的安全生产与服务环节保障。

尤其是节日期间，越来越多消费者选择外出就餐，餐饮服务单位更要做好食品安全保障工作。 

三、做好防患于未然的准备。节日期间应对可能出现突发事件要有预案，如遇突发事件应按

规定上报，努力创造安全和谐的消费环境。 

四、充分考虑特殊人群的用餐需求。对于老人、儿童应考虑到其饮食障碍，尽量避免食用易

造成吞咽困难或卡喉的食物。同时，建议餐饮服务单位对过敏原物质进行提示，避免给过敏人群

带来危险。 

 

详细链接：http://mp.weixin.qq.com/s/bu_K0jrbV_rWPegbrwWndQ 
 

【科学声音】 

还在凭蛋黄的颜色挑鸡蛋？看完这个就懂了！ 

钟凯 博士、副研究员 

老百姓对鸡蛋有个普遍的认识，那就是土鸡蛋比洋鸡蛋好，而大家挑选土鸡蛋的原则基本上

就是，蛋壳越厚越好，蛋壳颜色越深越好，蛋黄越大越好，蛋黄越黄越好。 

实际上，这些“标准”未必能帮你挑出好蛋，比如蛋黄颜色就容易产生误导。 

1、蛋黄颜色来自叶黄素，与鸡吃的食物有关。 

2、玉米、辣椒、苜蓿等植物可以给蛋黄染色。 

3、加丽素红（人工合成的角黄素）是常见饲料添加剂，可以给蛋黄、三文鱼染色。 

4、苏丹红等工业染料不能用于饲料，但实际威胁有限。 

5、蛋黄颜色和营养关系不大，洋鸡蛋也是好蛋。 
 

详细链接：http://mp.weixin.qq.com/s/BKQfkhW8ikvwPLFCprpjUQ 

 

国家食药监总局：关于“诺如病毒”的风险解析 

刘秀梅，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技术顾问、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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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背景信息 

  近期，媒体报道部分地区出现诺如病毒感染病例。诺如病毒是什么？有何危害？如何防范？ 

二、专家观点 

1、诺如病毒是引发人类非细菌性食物中毒的主要原因。 

2、诺如病毒具有较强的感染性，目前暂无特效药物，以对症或支持治疗为主。 

3、诺如病毒的传播途径广泛，要强化预防意识。 

三、专家建议 

http://mp.weixin.qq.com/s/bu_K0jrbV_rWPegbrwWndQ
http://mp.weixin.qq.com/s/BKQfkhW8ikvwPLFCprpj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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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保持良好的卫生和饮食习惯是预防诺如病毒感染和控制传播最为有效的措施。 

  消费者应按照 WHO“食品安全五大要点”的要求加工和准备食物，即保持食物和手的清洁、生

熟分开、加工食物要彻底煮熟烧透、熟食和食材要保存在安全温度（5℃以下，或 60℃以上）、确

保水和食物原材料安全，就能很好的预防诺如病毒的感染或传播。 

  2、疑似病例及时上报，加强食源性感染者的治疗和管理。 

  幼儿园、学校等人群聚集单位或场所发现疑似诺如病毒感染后，应及时向辖区人民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事件的调查和处置。应封存可能

导致病毒污染、传播的食品、原料以及工具、设备等，及时对感染患者进行隔离治疗。 

  3、加强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特别是对高危人群供餐单位的监督、管理。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制定相应的指导、监管措施。特别是对学校、托幼

机构、养老机构的单位食堂、供餐单位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环境清洁消毒制度等，降低诺如

病毒的传播和感染。 

  从事食品行业的诺如病毒患者或隐性感染者，需暂停食品相关岗位工作，待症状彻底恢复后

（连续 2次粪便或肛拭子诺如病毒核酸检测阴性）才能重新上岗。 

 

详细链接：http://www.cfda.gov.cn/WS01/CL1679/168388.html 

权威专家科学解读 2016 年八大食品安全热点话题 

       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指导，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主办的 2016

年食品安全热点科学解读媒体沟通会 1 月 6 日下午在京举行。沟通会现场，到会的专家学者对

2016 年发生的八大食品安全热点问题逐一进行了权威解读。 

一、进口奶粉质量安全引关注  

对于备受消费者关注的澳洲进口洋奶粉被吊销许可证一事，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

程学院教授任发政表示，乳品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风险，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幸免。对比国外，

我国乳品安全与产品质量水平已显著提升，应科学理性看待我国乳品安全问题。 

二、加强保健食品监管 杜绝“壮阳玉米粉” 

针对个别保健食品存在的非法添加和虚假宣传等问题，北京联合大学保健食品功能检测中心

主任金宗濂建议，政府应加强监管，规范保健食品市场秩序。消费者在食用保健食品时应注意核

对相关产品信息，仔细阅读说明书，明确食用方法和剂量。 

三、解决网络食品监管需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针对 2016 年备受关注的网络餐饮安全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胡锦光（因胡院长临

时有事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旭 代为发言）表示，应强化政府的监督管理，解决信息不

对称等问题，通过诸如信用信息的披露来发挥消费者的选择力量，鼓励消费者用脚投票促使平台

提升对消费者的保护意识。 

四、科学认识抗生素和兽药“滥用” 

对于抗生素与兽药残留事件近年来频发的情况，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技术顾问、研究

员，中国食品安全 30 人论坛专家刘秀梅指出，抗生素对保障人类的健康与生命贡献巨大，我们应

科学认识抗生素，理性对待耐药菌的安全风险，并进一步重视兽药“滥用”问题，强化对食品源

头污染的有效控制。 

五、氮气可作为食品加工助剂使用 

对于南京饮用水“氮气门”事件的流言，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商大学校长、中国食品安

全 30 人论坛专家孙宝国指出，氮气对人体健康不产生影响，可在各类食品加工过程中作为加工助

剂使用，也无需进行标签标识。 

六、食品标签瑕疵多与产品质量无关 

http://www.cfda.gov.cn/WS01/CL1679/1683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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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食品包装标签的争论，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副主任、教授级高工元晓梅指出，我

国《食品安全法》食品标签有严格的规定，目前大部分产品标签上的瑕疵与产品本身质量问题并

没有直接关系。  

七、消费者应正确理解果汁标注"100%" 

对于“100%果汁配料中发现纯净水”有关“复原果汁”的话题一度引起人们的热议，对此，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胡小松表示，浓缩复原果汁标注 100%含量符合国家标准与行业惯例，消费者应

正确理解果汁标注“100%”。 

八、“重组牛排”使用卡拉胶合法合规 

近来，“胶水牛排事件”引发大量关注，对于民众和媒体对食品安全方面的质疑和对新工艺的

误解，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肉类加工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主任王守伟指出，碎肉并不等于劣质肉，“重组牛排”属于调理肉制品，此项技术目前在国内

外被广泛应用。消费者可通过配料表对相关食品科学分辨、安全食用。 

 

详细链接：http://finance.cnr.cn/jjgd/20170106/t20170106_523448507.shtml 

国家食药总局关于速冻水饺的食品安全消费提示 

速冻水饺一般在-30℃至-35℃的条件下，持续约 15 分钟冻结，并在冷冻状态下运输、销售。

温度是影响速冻水饺食用安全的关键因素，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特别提示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购买时首先要观察速冻水饺包装是否完整，外观是否质地均匀。如发现速冻水饺已经解

冻变软，有明显的开裂、变形、粘连，或者包装袋中有较多的冰霜等情况，最好不要购买。速冻

水饺购买后回家途中要尽量避免解冻，对不立即食用的要放入冰箱冷冻室保存。 

二、速冻水饺在-18℃下一般可以保存 3 个月。特别需要注意，储存期限不能超过标签标示保

质期，因为即使在冷冻条件下，微生物也会缓慢生长，营养成分、口感、鲜味都会受到影响。 

三、家庭自制水饺用冰箱冷冻时，要把水饺单独摆放，避免黏连，待冻结后，再放入食品袋

或容器中密封保存。冷冻水饺应尽快食用，不要存放过长时间。 

 

详细链接：http://www.sda.gov.cn/WS01/CL1680/169080.html 

 

http://finance.cnr.cn/jjgd/20170106/t20170106_523448507.s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1680/16908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