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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食品进口通报 

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SFF）通报 

据欧盟官方网站消息，在 2019 年第 22 周通报中，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通报中国食品及相关产品有 4

例（不含港澳台地区）。具体通报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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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5-29 瑞典 棉花糖 2019.1977 未授权使用的色素

E 127-赤藓红 

销至其他成员国/退回至

发货人 

后续信息通报 

2019-5-29 克罗地亚 食品补充剂 2019.1964 未授权物质西地那

非和他达拉非 

产品允许在海关封志状

态下运往目的地/销毁 

拒绝入境通报 

2019-5-28 法国 脱皮花生 2019.1950 黄曲霉毒素检测方

法不当 

产品未在市场销售/退回

至发货人 

拒绝入境通报 

2019-5-27 西班牙 冷冻鱿鱼 2019.1937 温控不良—冷链断

裂 

产品未在市场销售/未被

授权进口 

拒绝入境通报 

 *以上中文翻译内容参考自食品伙伴网。 

参考来源：https://webgate.ec.europa.eu/rasff-window/portal/?event=SearchForm&cleanSearch=1 

美国 FDA 进口预警措施（Import Alert）消息 

据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消息，2019 年 5 月 28 日，美国 FDA 更新进口预警措施（import alert），对我国

1 家企业产品实施自动扣留。具体信息如下： 

预警编号 发布日期 地区 企业 产品名称 不合格项目 

99-39 2019-5-28 天津 TIANJIN FOODSTUFFS IMP. & EXP. CO., LTD. 咸菜 标签错误 

*以上中文翻译内容参考自食品伙伴网。 

参考来源：https://www.accessdata.fda.gov/cms_ia/iapublishdate.html 

 

 

 

https://webgate.ec.europa.eu/rasff-window/portal/?event=SearchForm&cleanSearch=1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6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0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95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4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005.html
https://www.accessdata.fda.gov/cms_ia/iapublishda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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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兽医和植物检疫监督局消息 

俄罗斯兽医和植物检疫监督局最新消息：根据该局发布的相关指令，分别自 2019 年 5 月 23 日及 24 日起，对来

自中国的 3 家水产企业不合格产品实施强化实验室检测措施，具体信息如下： 

出口国 企业代码及名称 产品名称 强化检测项目 强化检测开始日期 

 

 

中  国 

No. 3502/02058 

Fujian Jiazhong Bio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冷冻油鱼鱼片（异鳞蛇

鲭），野生，61 渔区

捕捞，袋装 

汞 2019.5.23 

No. 3502/02012 

Zhangzhou Fortune Food Co.,Ltd 

水产养殖虾 大肠杆菌 2019.5.23 

No. 4600/02036 

Hainan Xiangtai Fishery Co.,Ltd. 

罗非鱼片，箱装 李斯特菌 2019.5.24 

*以上中文翻译内容参考自食品伙伴网。 

参考来源：http://www.fsvps.ru/fsvps/importExport/china/index.html?_language=en 

二、国际食品法规更新 

美国更正氟噻唑吡乙酮在芸薹类蔬菜中的限量 

2019 年 5 月 24 日，美国联邦公报消息，美国环保署发布 2019-11000 号规则，更正 2018 年 7 月 1 日修订的联邦

法规法典第 40 章第 150 至 189 部分内容，在§180.685 节（a）段表格杀菌剂“氟噻唑吡乙酮（Oxathiapiprolin）”

限量中，按字母顺序添加“芸薹类蔬菜 组 5-16，1.5mg/kg”条目。 

*以上中文翻译内容参考自厦门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网。 

参考来源：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19/05/24/2019-11000/oxathiapiprolin-pesticide-tolerances 

  

http://news.foodmate.net/tag_50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73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793.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57.html
http://www.fsvps.ru/fsvps/importExport/china/index.html?_language=en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19/05/24/2019-11000/oxathiapiprolin-pesticide-toler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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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修订鲑鱼饲料中维生素 D3 的最大含量 

据欧盟官方公报消息，2019 年 5 月 24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欧盟条例（EU）2019/849，修订鲑鱼饲料中维生素

D3 的最大含量。 

据了解，根据欧盟委员会实施条例（EU）2017/1492（2）的规定，维生素 D3 最为所有动物物种的营养添加剂，

在鱼类中最高授权含量为 3 000 IU/kg 全价饲料。挪威食品安全局（NFSA）提交了关于维生素 D3 对鱼类和消费者

安全性的研究，其安全性含量（60000IU/kg 全价饲料）远远高于最高授权含量。 

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经过评估认为拟议的限量水平对消费者和环境以及鲑鱼都是安全的，由于数据的缺乏，

拟议的限量水平对其他鱼类的安全性无法确定，因此授权仅限于鲑鱼饲料。 

*以上中文翻译内容参考自食品伙伴网。 

参考来源： 

https://eur-lex.europa.eu/eli/reg_impl/2019/849/oj 

三、国际食品安全简讯 

危险的乳制品： “绝大多数”样品被污染，孟加拉国推迟牛奶造假报告 

今年 2 月，孟加拉食品安全当局（BFSA）与孟加拉标准检测机构（BSTI）首次被要求提交一份报告，解释“为什

么他们在预防造假和采取适当的法律措施抵制造假方面的不作为和失败不应该被判定为违法”。 

这份报告于本月早些时候提交，BFSA 在报告中称 190 份样品（原乳、预包装乳、凝乳和草料）中，绝大多数检

出含有掺杂物，例如细菌、真菌毒素、铅、四环素、霉菌等。BFSA 同时称，一个由 16 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被要

求“找出那些造假的幕后黑手”，但并没有发现犯罪者。 

随后，孟加拉国高等法院的两名法官要求两家机构必须在 5 月 15 日前再次提交牛奶造假商名单，但两家机构都

没能按时完成任务。之后截止日期被推迟至 6 月 23 日，但要求报告中必须“详尽地列明牛奶、乳制品及草料的涉

案公司名称”。 

参考来源： 

https://www.foodnavigator-asia.com/Article/2019/05/27/Dangerous-dairy-Bangladesh-milk-adulteration-report-delayed-despite-

large-majority-of-samples-tainted?utm_source=newsletter_daily 

 

  

https://eur-lex.europa.eu/eli/reg_impl/2019/849/oj
https://www.foodnavigator-asia.com/Article/2019/05/27/Dangerous-dairy-Bangladesh-milk-adulteration-report-delayed-despite-large-majority-of-samples-tainted?utm_source=newsletter_daily
https://www.foodnavigator-asia.com/Article/2019/05/27/Dangerous-dairy-Bangladesh-milk-adulteration-report-delayed-despite-large-majority-of-samples-tainted?utm_source=newsletter_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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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地马拉：玉米饼与黄曲霉毒素之间的联系 

玉米是危地马拉的主食，通常作为玉米饼和玉米粉蒸肉食用。研究人员表示，玉米饼可能是危地马拉接触黄曲霉

毒素 B1（AFB1）的一个重要来源，玉米饼摄入量与黄曲霉毒素 B1-白蛋白加合物水平之间的关系具有“统计学显

著性”。因此，控制或减少用于受污染玉米（制作玉米饼的）的黄曲霉毒素 B1 水平，可能会减少人群的总体暴露。

这一发现“对公共健康具有重大影响”。 

黄曲霉毒素是霉菌产生的次生代谢物，常被发现生长在炎热潮湿国家的玉米和花生等粮食作物上。中北美国家的

肝癌和发育迟缓发生率最高，而这两种疾病都与黄曲霉毒素 B1 有关。黄曲霉毒素 B1 也是毒性最强的黄曲霉毒

素，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列为 I 类人类致癌物。 

有很多做法可以有效减少黄曲霉毒素暴露，具体措施包括改进收获前后的农业操作与植物病害管理，确保储存条

件适当，以及充分适当的碱化。“碱化湿磨法”是一种中北美的碱化烹饪方法，将玉米粉和石灰煮沸，然后冲洗干

净。只要处理得当，这种方法很可能减少黄曲霉毒素暴露，并有希望成为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参考来源： 

https://www.foodnavigator-latam.com/News/R-D/Tortillas-linked-to-aflatoxin-exposure-in-
Guatemala/?utm_source=Newsletter_Subject 

 

 

 

 

 

 

扫描二维码，关注“Eurofins 食品检测”，了解更多资讯。 

https://www.foodnavigator-latam.com/News/R-D/Tortillas-linked-to-aflatoxin-exposure-in-Guatemala/?utm_source=Newsletter_Subject
https://www.foodnavigator-latam.com/News/R-D/Tortillas-linked-to-aflatoxin-exposure-in-Guatemala/?utm_source=Newsletter_Sub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