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标准在生产经营环节
案件查办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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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按照标准的适用范围分为国际标准、区域标
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
标准、企业标准。 

 按照标准约束性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
准。 

 按照标准化对象分为基础标准、技术标准、
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 

 



 国际标准是指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制定以及国际标准组织确
认并公布的其他国际组织制定。 

 区域标准是由区域标准化组织或区域标准组织通过并公开发布。 

 国家标准一般由国家标准化主管部门或法律授权的部门组织制定
，统一审批、编号和发布。 

 行业标准由经授权的行业主管组织制定、统一审批、编号和发布
，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地方标准是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标准化主管部门组织制定，统一审批、编号和发布，报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团体标准是指学会、协会、商会、联合会、产业技术联盟等社会
团体协调相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制定，并经
公开声明。 

 企业标准由企业制定，由企业法人代表或法定代表授权的主管领
导批准、发布，并经公开声明。 



团体标准 

 CAC/RCP 76-2017 《亚洲街头食品卫生操作规范》国际食品法典
委员会  

 饮用水水质准则 WHO 

 T/CNFIA 001-2017 《食品保质期通用指南》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团体标准  

 T/CNFIA 101-2017《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团
体标准  

 T/CNFIA 002-20178《预包装食品营养成分图形化标示指南》  中
国食品工业协会团体标准 

 T/CBPA0001-2015  《蜂蜜》中国蜂产品协会团体标准  

 T/CNHAW 0002-2017 《饮用天然苏打水》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团
体标准 

 T/CAPPMA01、02、03-2018中国水产与流通协会小龙虾团体标
准（报批稿3个） 

 

 

 

 



 T/CMATB 5001—2018《优质天然肠衣》中国肉类协会团体标准 

 T/CGCC 8-2017 《自热方便菜肴制品》中国商业联合会团体标准 

 

 T/CGCC 8-2018《挤压糕点》中国商业联合会团体标准 

 T/XMLZH S001—2018 《厦门特色食品土笋冻》厦门市老字号协
会团体标准 

 

 T/SCFS 0001—2018《面向消费者食品安全通用信息规范》 四川
省副食流通协会团体标准  

 T/GDC 6-2018 《食用植物调和油》广东省产品认证服务协
会  

 T/FJSD 01-2018 《绿色食品》 粳稻米富锦市水稻标准化推广协
会  

 



中国豆制品协会 

 《豆制品业用大豆》：用于豆制品的原料大豆
中转基因成分的限值为0.5%，该限制值高于
欧盟非转基因食品标示阈值（0.9%）。 

 1 2 3  4 5 6 

  

 《千页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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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 

1、7718 

2、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农业部令第10号) 

3、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农业部令第70号) 

4、第一批实施标识管理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 
一、 大豆种子、大豆、大豆粉、大豆油、豆粕 
二、 玉米种子、玉米、玉米油、玉米粉 

  三、 油菜种子、油菜籽、油菜籽油、油菜籽粕 
四、 棉花种子 
五、 番茄种子、鲜番茄、番茄酱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17年10月修订版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农业转基因生物，是指利用基
因工程技术改变基因组构成，用于农业生产或者农产品
加工的动植物、微生物及其产品，主要包括： 

     （一）转基因动植物（含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
和微生物； 

     （二）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产品； 

     （三）转基因农产品的直接加工品； 

     （四）含有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或者其产品成分的
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农药、兽药、肥料和添加剂
等产品。 

        第四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负责转基因食
品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十八条   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应当载明产品中

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主要原料名称；有特殊销售范围要求的
，还应当载明销售范围，并在指定范围内销售。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批准生产、加

工农业转基因生物或者未按照批准的品种、范围、安全管
理要求和技术标准生产、加工的，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依据职权，责令停止生产或者加工，没收违法生产或者加
工的产品及违法所得；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
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
不足10万元的，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关于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

理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
权，责令限期改正，可以没收非法销售的产品和违法所得
，并可以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2017年11月
30日修订版） 

 第六条  标识的标注方法： 

      （二）转基因农产品的直接加工品，标注为“转基
因××加工品（制成品）”或者“加工原料为转基因
××”。 

     （三）用农业转基因生物或用含有农业转基因生物成
份的产品加工制成的产品，但最终销售产品中已不再含有
或检测不出转基因成份的产品，标注为“本产品为转基因
××加工制成，但本产品中已不再含有转基因成份”或者
标注为“本产品加工原料中有转基因××，但本产品中已
不再含有转基因成份”。 

         

 



行业标准 

 NY/T农业部行业标准 

 SC/T水产行业标准 

 SB /T商业部行业标准 

 GH/T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行业标准   

 SN/T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
准  



        SB /T商业部行业标准（以肉松为例）） 

2017年21号公告 

 

SB/T10281-2007 

 

GB/T23968-2009 

 

2017年44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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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T水产行业标准（以干海参为例） 

 SC/T3206-2009干海参（刺参） 

 

 GB31602-2015干海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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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农业部行业标准 

 NY/T 1506-2015 绿色食品 食用花卉（2015-8-1实施）本
标准代替NY/T 1506-2007 绿色食品 食用花卉。本标准规
定了绿色食品食用花卉的术语和定义、要求、检验规则、
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本标准适用于绿色食品食用花
卉的鲜品，包括菊花、玫瑰花、金银花、茉莉花、金雀花
、代代花、槐花、以及国家批准的其他可食用花卉。 

 

 NY/T 1506-2007 绿色食品 食用花卉：本标准适用于绿色
食品食用花卉的鲜品和干品，包括茉莉花、桂花、玫瑰花
、栀子花、白兰花、荷花、山茶花、菊花、金雀花、苦刺
花、丁香花、梨花、桃花、百合花、芙蓉花、海棠花、月
季花等。 
 



国家标准 

 强制性国家标准 GB 

 

 推荐性国家标准GB/T（包括地理标志产品） 



   强制标准改推荐标准过渡期通知 

 各有关单位：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公告（2017年第7号），自2017年3
月23日起，《水泥包装袋》等1077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转化为推荐性国
家标准，标准编号由GB改为GB/T。相关产品的标签标注、标准备案（
自我声明公开）等使用的原标准编号，企业可逐步进行修改、调整，
自公告之日起过渡期2年。过渡期内，如有新的标准发布，则以新发
布标准的实施日期为准。 
                                            国家标准委办公室 
                                             2017年4月7日 

  
 
    “过渡期内，如有新的标准发布，则以新发布标准的实施日期为
准。”，新的标准白砂糖GB/T317-2018，绵白糖GB/T1445-2018已经
公布，并在2018年9月1号正式实施。则以前的旧包材执行标准GB317
、GB1445的，过渡到2018.9.1为止。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4.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8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133.html


标准代替（以GB14963蜂蜜标准为例） 





标准代替（以酒精为例） 

 GB10343-2008 食用酒精（部分有效） 

 GB31640—2016食用酒精代替 GB10343—2008
《食用酒精》中的部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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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代替（以酱油为例） 

 
GB/T 18186-2000 酿造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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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2717-20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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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应用 

 

 确认产品属性归类 

 确认产品原料和食品添加剂使用 

 确认产品标签 

 

 

 违法行为定性 

 

 

 



举例 

 氨基酸使用 

 

 GB/T32687-2016氨基酸分类导则 

 GB29922-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特殊医学
用途配方食品通则 

 

 

F:/北京20181011/GBT32687-2016.pdf
F:/北京20181011/GBT32687-2016.pdf
F:/北京20181011/GBT32687-2016.pdf
F:/北京20181011/GBT32687-2016.pdf
F:/北京20181011/GB29922-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pdf
F:/北京20181011/GB29922-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pdf
F:/北京20181011/GB29922-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pdf
F:/北京20181011/GB29922-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pdf
F:/北京20181011/GB29922-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pdf
F:/北京20181011/GB29922-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pdf
F:/北京20181011/GB29922-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pdf


举例 

 阿拉斯加狭鳕 

 

配料：饮用水、鳕鱼、食用盐 

 

执行标准：SB/T 10379-2012 速冻调制食品 

 

GB 10136-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水产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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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魔芋爽 

 配料：饮用水、魔芋精粉、植物油、淀粉、食用
盐、白砂糖、大豆分离蛋白、香辛料、食品添加
剂、食用香精香料。 

 执行标准：企标（Q/LPS 0005S） 

 许可：其他方便食品 

 依据：生产标准参照淀粉类制品制定，GB2760

中淀粉类制品允许脱氧乙酸盐。 

 依据：生产许可归类与产品标准归类不尽一致 

 

 



举例 

 玫瑰花茶 

 属性：代用茶 

 原料：玫瑰花 

 案例图片1  案例图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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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3月9日，卫生部发布了《关于批准DNA藻油
、棉籽低聚糖等7种物品为新资源食品及其他相关规
定的公告》。《公告》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和《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的规定，允许
玫瑰花（重瓣红玫瑰Rose rugosa cv. Plena）作为普
通食品生产经营。该拉丁词名称正对应GB∕T19696—

2008《地理标志产品 平阴玫瑰》所称“平阴玫瑰”
定义：“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内生长的重瓣红玫
瑰（Rose rugosa cv.Plena）及具有重瓣红玫瑰血统
的玫瑰品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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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度：法兰西玫瑰 

 

 经查询FRPS《中国植物志》，玫瑰应属蔷薇
科蔷薇亚科蔷薇属桂味组宿萼大叶系，而法国
蔷薇则属蔷薇科蔷薇亚科蔷薇属蔷薇亚属蔷薇
组，二者分属于不同组系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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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洋甘菊 

 

 

 





菊花 

 GB/T 18862-2008 地理标志产品 杭白菊 

 GB/T 20359-2006 地理标志产品 黄山贡菊  

 GB/T 20353-2006 地理标志产品 怀菊花 

 GB/T 19692-2008 地理标志产品 滁菊  

   

 

 

















标准使用 

 通用类标准 

 产品类标准 

 过程规范类标准 

 检测方法类标准 

 

  一般有标准号，没有标准号，依法授权以公
告形式自发布。 



通用类 

 主要包括食品安全限量标准和食品标签标准两大类。 

 食品安全限量标准包括：《食品中污染物限量》、《食品
中真菌毒素限量》、《食品中致病菌限量》、《食品中农
药最大残留限量》、《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食品营
养强化剂使用标准》及食品中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农业部
公告，分为兽药最高残留限量标准和兽药残留检测方法标
准）。 

 食品标签标准包括：《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预包装
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

及《食品添加剂标识通则》。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修订后于2017年3月17日发布，2017年9月17日

正式施行。在新标准实施日期前已生产的食品，
可在产品保质期内继续销售。 

 分类系统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如无特别规定的，均是以食品
的可食用部分计算。 

 干制 

 同一指标如保健食品则不执行 

 

 

 



 通常对食品中污染物进行检测时，主要指的是检测食品的
可食用部分，以香蕉为例，由于人们一般不食用香蕉皮，
因此在对香蕉进行污染物指标检测时，应去皮检测其可食
用部分，从而与标准中的限量相对应。而农药残留则不同
，香蕉的农残检测需要测定全蕉，即测定包括香蕉皮的完
整香蕉。 

 可食用部分的定义应注意两点，一是强调非食用部分的去
除不可以采用非机械手段，例如不可以采用化学手段以及
水分蒸发等物理手段。二是用相同的食品原料生产不同产
品时，可食用部分的量根据生产工艺的不同而异。例如，
用麦类加工麦片和全麦粉时，可食用部分按100%计算；
加工小麦粉时，可食用部分按出粉率折算。 

 



举例：镉 

 

           关于发布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中镉的临时限量值的公
告(2018年第7号) 

            为保障婴幼儿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依据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中镉风险评估结论，现制
定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中镉的临时限量值为0.06mg/kg，
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18年6月21日 

 



 总局通知1通知2 

 

 市监食监三2018第639号 

 

 GB276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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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制食品中的污染物限量 
 

 标准规定了干制食品中污染物限量的计算方法。干制品中
污染物限量以相应新鲜食品中污染物限量结合其脱水率或
浓缩率折算。脱水率或浓缩率可通过对食品的分析、生产
者提供的信息以及其他可获得的数据信息等确定。有特别
规定的除外。 

 在实际操作中，需要通过对食品的分析、生产者提供的信
息以及其他可获得的数据信息等确定脱水率。如干制食品
重量及其相应新鲜食品原料重量无法通过实测获得而是采
用相关资料估算，则应尽可能采用公认的科学依据，例如
《中国食物成分表》等。 

 这条规定仅针对干制品与鲜品水分差异较大的食品，对于
山核桃、咸干花生等这类干制的坚果及籽类，在限量值设
置时已考虑制品加工可能造成的影响，无需按脱水率折算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GB 

29921-2013） 

 
 适用于预包装食品，不适用于罐头类食品。 

 条件致病菌、生食即食 

 

 微生物指标：菌属、贮存条件、包装状态 

 

 冷冻饮品、食用冰 

 

 

 

F:/北京20181011/卫生部食品标准评审委《冷冻饮品》标准适用复函20130816.jpg


微生物指标 

1. 污染程度以及安全性的细菌指标，最常用
的是菌落总数第一类是为了评价被检样品
的一般卫生质量、、霉菌和酵母菌数； 

2. 第二类是特指粪便污染的指示菌，主要有
大肠杆菌和大肠菌群，其他还有肠球菌、
亚硫酸盐还原梭菌等。检出率标志着检品
受过人、畜粪便污染，而且有肠道病原微
生物存在的可能性。 

 



           第三类是其他指示菌，包括某些特定环境不
能检出的菌类，如特定菌（非致病菌或条件致病
菌）、某些致病菌或其他指示性微生物。常见的
致病菌有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通称
绿脓杆菌）、沙门氏菌、志贺氏菌、链球菌等。 

 

           一般情况下，食品中都可能存在引起食物中
毒的微生物，但最终导致生物性风险的充分必要
条件是食用终产品中致病性微生物含量超过食品
安全标准限量。 

 



GB2760、GB14880 

GB2760:反带入、分类系统、与许可目录关系 

方便淀粉类制品，盐渍海带丝 

 

GB14880:使用量，与保健食品原料目录的关系 

允许声称的保健食品功能  保健食品原料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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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

剂的食品 

 注意： 

1、超范围与超限量 

2、GB2760、GB14880使用  

3、卫计委公告、通知、复函等 

 

农产品：保鲜剂、防腐剂、添加剂 

保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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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条：现在市面上的辣条主要分为“挤压糕点”和“调味面制品”两
种 

  

 挤压糕点    现行的执行标准是DBS43/002-2017《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挤压糕点》，其中规定辣条中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GB2760-2014中“中式糕点”和相关公告的规定。其主要防腐
剂及甜味剂最大使用量见下表。  

 

 

 

 

 

 

 

 

 



 调味面制品     以往执行标准是DB41/T515-2007
《河南省地方标准 调味面制食品》，其中规定食
品添加剂参照GB2760中糕点或膨化食品执行。
因此很多企业生产时按照表中食品添加剂的种类
和限量值来使用。 

 

 为加强监管，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于
2015年5月27日发布通知（食药监食监一〔2015
〕57号），将调味面制品纳入“方便食品”许可
，未按此规定许可的企业，原则上给予1-2年过渡
期，过渡期满后予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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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月22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
公布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的公告（2016年第23
号）。在食品生产许可分类明细目录中，再次明
确辣条归为方便食品类别下“调味面制品”统一
管理。  公告同时规定，已经制定地方标准的，省
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积极协调卫生计生部门予
以完善或修订；没有地方标准的，尽快推动制定
地方标准。 

 

 2017年10月20日，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爱德
万甜等6种食品添加剂新品种、食品添加剂环己基
氨基磺酸钠（又名甜蜜素）等6种食品添加剂扩大
用量和使用范围的公告》2017年  第 8 号中，也明确
“调味面制品”归为“方便米面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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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食品添加剂中，调味面制品仅可使用
三氯蔗糖（最大使用量：0.6g/kg）和甜蜜
素（最大使用量：1.6g/kg）两种甜味剂。 

 

 国家尚未制定相应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部
分生产厂家信息滞后，仍然延用标准
DB41/T515-2007，导致食品添加剂超限量
使用和超范围使用的情况依然存在。河南
辣条1 河南辣条2 

 总局辣条回函1  总局辣条回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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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规范调味面制品市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
织拟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调味面制品》，并于
2018年5月9日发布征求意见稿（国卫办食品函〔
2018〕317号）。其中规定，辣条中食品添加剂
的使用应符合GB 2760中“方便米面制品”的规
定。 

 

 2018年5月22日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发布
两种食品添加剂扩大使用范围征求意见，拟将防
腐剂山梨酸和单辛酸甘油酯扩大使用范围可在方
便米面制品（仅限调味面制品“辣条”）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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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 

 国标？地标？ 

 公告效力？ 

 《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管理办法》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 

 人大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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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通用类 

 7718-2011：通则基础类、最小销售单元、裸装

散装、现制现售以及运输贮存用包装、特殊要求
、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农产品 、简易包装（称
重） 

 28050-2011 

 13432-2013：特殊人群：依照附录A：婴幼儿、

病人、运动员、孕妇、特种作业等。一般包括具
有相应国家标准的特殊膳食用食品。 

 29924-2013不适用于为食品添加剂在储藏运输过
程中提供保护的储运包装标签的标识 

 



 GB7718是有关预包装食品标签的技术性法
规。某些食品生产企业虽然生产散装食品
，但以预先定量且“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
有统一的质量或体积标识”的大包装出厂
销售时，大包装上的标签就应符合非直接
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的标签要求。 

 GB7718-2011也申明该标准"不适用于为预
包装食品在储藏运输过程中提供保护的食
品储运包装标签、散装食品和现制现售食
品的标识"，因而这三种情况下，并不执行
GB7718-2011的规定。 

 散装、简易包装  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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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某企业生产的氨基酸复合饮料配料表中明
示有“蛹虫草”，但标签及说明书上未标注
不适宜人群，请问：使用新食品原料生产
的预包装食品是否必须都在食品标签和说
明书中标注“不适宜人群、食用限量”等
限制性要求？此类食品执行的企标是否都
应在“标签标识”的要求中作出相应规定？ 
 

 



 国家卫计委发布的《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第
十九条规定：食品中含有新原料的，其产品标签标识应符
合国家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和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告
要求。根据《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11）
相关规定，食用方法属于推荐标示内容。 

 预包装食品中含有已公告的新食品原料，若公告中明确要
求在标签、说明书中标示食用量和不适宜人群，则应当按
照相关公告要求进行标示；若公告中有食用量和不适宜人
群要求，但未要求在标签、说明书中标示的，可以由食品
生产企业自行选择是否标示”。 

 



 国家卫计委《关于批准塔格糖等6种新食品
原料的公告》（2014年第10号）的附件中
规定：使用蛹虫草的食品，“婴幼儿、儿
童、食用真菌过敏者不宜食用；标签、说
明书 中应当标注不适宜人群。”因此，该
企业未在标签上标注不适宜人群，违反了
《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第十
九条的规定。  

 



关于批准人参（人工种植）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卫
生部公告2012年第1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
的规定，现批准人参（人工种植）为新资源食品。人参（人工种植）
的生产经营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定。特此公告。 

                                                   卫生部 

                                                   2012年8月29日 

 

 中文名称   人参（人工种植）  拉丁名称  Panax Ginseng 

C.A.Meyer 

 基本信息  来源：5年及5年以下人工种植的人参 

 种属：五加科、人参属 

 食用部位：根及根茎 

 食用量     ≤3克/天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1.卫生安全指标应当符合我国相关标准要求。
2.孕妇、哺乳期妇女及14周岁以下儿童不宜食用，标签、说明书中应
当标注不适宜人群和食用限量。 

 

 

http://www.foodmate.net/law/jiben/133355.html
http://www.foodmate.net/law/shipin/4529.html


常见食品国家标准中涉及特别标签标识汇总 
 GB19298-2014 包装饮用水  

 GB/T18186-2000 酿造酱油（含修改单）  

 GB 2717-2018 酱油 

 GB/T18187-2000 酿造食醋（含修改单）  

 GB 2719-2018 食醋 

 GB/T1445-2000 绵白糖 （不采用本标准时属于非强制性内容） 

 GB/T317-2006 白砂糖  

 GB2721-2015 食用盐  

 GB 2716-2018 植物油 

 GB/T5461食用盐 

 GB10136-2015 动物性水产制品 

 GB9697-2008 蜂王浆（不采用本标准时属于非强制标注内容）  

 GB31636-2016  花粉（单一品种蜂花粉, 应在标签中标识蜂花
粉的品种） 

 

F:/北京20181011/GB2721-2015.pdf
F:/北京20181011/GB2721-2015.pdf
F:/北京20181011/GB2721-2015.pdf
F:/北京20181011/GB2721-2015.pdf
F:/北京20181011/GB2721-2015.pdf
F:/北京20181011/GBT5461-2016食用盐.pdf
F:/北京20181011/GBT5461-2016食用盐.pdf


 GB/T11765-2003 油茶籽油 GB/T 11765-2018 油茶籽油  
 GB/T1534-2017花生油  
 GB/T1535-2017 大豆油  
 GB/T1536-2004 菜籽油  
 GB/T1537-2003 棉籽油  
 GB/T15680-2009 棕榈油  
 GB/T8235-2008  亚麻籽油 
 GB/T23347-2009 橄榄油、油橄榄果渣油  
 GB/T8233-2008 芝麻油GB/T 8233-2018 芝麻油   
 GB/T10464-2017 葵花籽油 
 GB/T22327-2008 核桃油 
 GB/T21999-2008 蚝油 
 GB/T 22478-2008 葡萄籽油 
 GB/T 18009-1999 棕榈仁油  

 GB/T 22479-2008 花椒籽油  

 GB/T 35026-2018 茶叶籽油  

 



 GB1350-2009 稻谷  

 GB1351-2008 小麦  

 GB1353-2009 玉米  

 GB1354-2009 大米  

 GB1352-2009 大豆  

 GB19112-2003 米糠油  
 GB10146-2015 食用动物油脂 
 GB15196-2015 食用油脂制品 
 GB14932-2016 食品加工用粕类产品 
 GB20371-2016食品加工用植物蛋白  

 GB31602-2015  干海参（应标识产品盐分含量范围） 

 GB19299-2015 果冻 （食用安全警示语和食用方法） 

 GB/T 19111-2017 玉米油 

  GB/T 8937-2006 食用猪油  

 GB/T 22465-2008 红花籽油  

 GB/T 8935-2006 工业用猪油  

 



 GB/T15037-2006 葡萄酒  
 GB/T4927-2008 啤酒  
 GB10343-2008 食用酒精（GB31640—2016标准代替 

GB10343—2008《食用酒精》中的部分指标 ）  
 GB7101-2015  饮料（乳酸菌饮料特别要求） 
 GB2757-2012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  
 GB2758-2012 发酵酒及其配制酒 
 GB19295-2011 速冻面米制品 
 GB19302-2010 发酵乳  
 GB13102-2010  炼乳  
 GB19645-2010 巴氏杀菌乳  
 GB25190-2010 灭菌乳  
 GB25191-2010 调制乳  
 GB 8537-2018 饮用天然矿泉水 

 



 GB10765-2010 婴儿配方食品  

 GB10767-2010 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  

 GB10769-2010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GB10770-2010 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  

 GB25596-2010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通则 

 GB31061-2015 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 

 GB15266-2009 运动饮料  

 GB24154-2015 运动营养食品通则 

 GB29922-2013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 

 GB22570-2014 辅食营养补充品 

 



产品类标准 

 根据GB/T 7635-2002《全国主要产品分类与
代码》中的划分，结合我国食品加工行业的现
状和食品生产监管管理工作的实际情况，在食
品生产许可工作中，把食品产品划分为28大类
、187小类、525种，这也是监管部门在日常
工作中经常使用的分类方法。 



 目前，我国已经整合完成的食品产品安全国家
标准体系中，包括了普通食品标准和特殊膳食
食品标准两大类，81项食品产品标准。其中，
普通食品标准包括粮油类、豆制品类、乳制品
类、饮料类、酒类、调味品类、罐头制品类、
肉制品类、蛋制品类、糖果及糖类制品类、淀
粉及淀粉制品类等72项国家标准。特殊膳食食
品标准包括婴幼儿配方食品、婴幼儿辅助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其他特殊膳食食品
等9项国家标准， 

 



      食品中掺假掺杂案标准适用 

 

  纯蜂蜜中添加玉米糖浆、纯阿胶中使用牛皮猪
皮，用可可壳冒充焙烤咖啡粉，用狐狸肉、貂
肉冒充猪肉，用鸭肉鸡肉马肉添加香精冒充羊
肉、代可可脂冒充可可脂等。当前食品掺假检
测手段尚不够全面，依据标准也有待完善。 

 蜂蜜  食品安全标准   行业标准 

 掺假羊肉  干海参掺假  掺假胡椒面 

 假阿胶 

F:/北京20181011/GB 14963-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蜜.pdf
F:/北京20181011/GB 14963-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蜜.pdf
F:/北京20181011/GH18796-2012蜂蜜.pdf


食品添加剂类 

 GB26687-2011复配食品添加剂通则 

 GB29938-2013食品用香料通则 

 GB30616-2014食品用香精 

 

 难点：复配食品添加剂    助剂 

 



复配食品添加剂中的辅料在终产品中是否需要标注 

 

 除符合豁免条款要求外，复配食品添加剂中的辅料应当标
示。 

 若复配食品添加剂中的辅料属于食品或食品原料，应当按
照其实际含量或添加量在配料表中排序并标示。 

 若复配食品添加剂中的辅料属于食品添加剂，在最终产品
中起到工艺作用的，应符合GB 2760-2014的规定并进行
标示。 

 根据GB 7718-2011中4.1.3.1.4的规定，加入量小于食品
总量25%的复合配料中含有的食品添加剂，若符合GB 

2760规定的带入原则且在最终产品中不起工艺作用的，
不需要标示。 

 



 执法人员在监督检查中发现，某饭店用于食品加工用的1

瓶食品添加剂“柠檬黄”，其标签标注“配料：柠檬黄、食
用盐”及“复合食品添加剂”等内容，不符合GB 26687-

2011《复配食品添加剂通则》规定。 

 

 GB 26687-2011中2.1条款明确规定，复配食品添加剂是
指为了改善食品品质、便于食品加工，将两种或两种以上
单一品种的食品添加剂，添加或不添加辅料，经物理方法
混匀而成的食品添加剂。柠檬黄是一种用于着色的食品添
加剂，食用盐属于普通食品，不符合复配食品添加剂的定
义，所以其标签上标识的“复合食品添加剂”是虚假内容。 

 



助剂 

 根据GB 2760-2014《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相关

规定，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只适用于食品生产加
工过程，不适用于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加工过程。
加工助剂可以与其他食品添加剂经物理方法混合
生产复配食品添加剂，但加工助剂的使用应符合
其使用原则，生产的复配食品添加剂应符合GB 

26687-2011《复配食品添加剂通则》的规定。 

 

 助剂残留量 

 

 

 

F:/北京20181011/食药总局办公厅关于粉条加工中使用过氧化氢有关问题的复函.doc


香料、香精 

 食品用香料是生产食品用香精的主要原料，是一类特殊的
食品添加剂。食品用香料包括食品用天然香料、食品用合
成香料、烟熏香味料等，一般配制成食品用香精后用于食
品加香，部分也可直接用于食品加香。 

 食品用香精是指由食品用香料和(或)食品用热加工香味料
与食品用香精辅料组成的用来香味作用的浓缩调配混合物
(只产生咸味、甜味或酸味的配制品除外)，它含有或不含
有食品用香精辅料。通常它们不直接用于消费，而是用于
食品加工 



检验方法标准 

 国标 

 非标（快检、补充、其他）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 



 补充检验方法 

 总局关于发布食品中那非类物质的测定和小麦粉中硫脲的测定2项检
验方法的公告（2016年第196号） 

 总局关于发布《食品中西布曲明等化合物的测定》等3项食品补充检
验方法的公告(2017年第24号） 

 总局关于发布《食品中去甲基他达拉非和硫代西地那非的测定》食品
补充检验方法的公告(2017年第48号） 

 总局关于发布《食品中香兰素、甲基香兰素和乙基香兰素的测定》等
2项食品补充检验方法的公告(2017年第64号） 

 总局关于发布《植物蛋白饮料中植物源性成分鉴定》食品补充检验方
法的公告(2017年第75号） 

 总局关于发布《食用植物油中乙基麦芽酚的测定》食品补充检验方法
的公告(2017年第97号） 

 总局关于发布《保健食品中75种非法添加化学药物的检测》等3项食
品补充检验方法的公告(2017年第138号) 

 
 



 总局关于发布《饮料、茶叶及相关制品中对乙酰氨基酚等59
种化合物的测定》等6项食品补充检验方法的公告(2017年第
160号） 

 总局关于发布《乳及乳制品中硫氰酸根的测定》食品补充检
验方法的公告(2017年第114号) 

 总局关于发布《食用油脂中辣椒素的测定》食品补充检验方
法的公告(2018年第26号）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食品中吗啡、可待因、罂粟碱、那
可丁和蒂巴因的测定》《饮料中γ -丁内酯及其相关物质的
测定》2项食品补充检验方法的公告(2018年第3号）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畜肉中卡拉胶的测定》 食品补充
检验方法的公告(2018年第10号)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食品中那非类物质的测定》食品补
充检验方法的公告〔2018年第14号)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土豆及其制品中 α-茄碱和α-卡茄
碱的测定》等2项 食品补充检验方法的公告〔2018年 第17
号〕 

 



快速检测方法 

 总局关于发布《水产品中孔雀石绿的快速检测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等6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的公告(2017年第58号)：水产品中孔雀石绿
（KJ201701）、食品中呕吐毒素（KJ201702）、食品中罗丹明B
（KJ201703）、食品中亚硝酸盐（KJ201704）、水产品中硝基呋喃类
代谢物（KJ201705）、动物源性食品中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及沙丁
胺醇（KJ201706） 
 

 总局关于发布《食品中吗啡、可待因成分的快速检测 胶体金免疫层
析法》等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的公告(2017年第92号)：食品中吗啡、
可待因成分的快速检测胶体金免疫层析法（KJ201707）食用油中黄曲
霉毒素B1的快速检测胶体金免疫层析法（KJ201708）、液体乳中黄曲
霉毒素M1的快速检测胶体金免疫层析法（KJ201709）  
 

 总局关于发布《蔬菜中敌百虫、丙溴磷、灭多威、克百威、敌敌畏残
留的快速检测》食品快速检测方法的公告(2017年第113号)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辣椒制品中苏丹红Ⅰ的快速检测 胶体金免
疫层析法》食品快速检测方法的公告(2018年第6号) 



其他指标认定 

 油脂酸败 

 本底值：甲醛  甲醛1  硼砂 

                  苯甲酸钠   铝  二氧化硫 

F:/北京20181011/复件 水产品中甲醛本底含量与产生机理的研究进展[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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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氧化值（POV）：油脂酸败的早期指标，POV上升到一定
程度后油脂才有感官性状上可以发现的改变。通常随贮存
时间的增长而增高，贮存情况不同增加的高低不同，至一
定时间又会下降，但此时油的气味和滋味已由哈喇味变为
辛辣，色泽变深，粘度增大。一般情况下油脂酸败时POV
为10～20。 

 酸价（AV） 
 羰基价（COV）：酸败油和加热劣化油羰基价大多数超过

50meq/kg，有明显酸败味的油煎米粉饼在70meq/kg，食物
中毒的饼干中的油脂高达600meq/kg。 

 硫代巴比妥值（TBA值）：具有更敏感的特性，与过氧化
值不同，其随着氧化的进行而增加。 

 



特殊食品标准 

GB10765-2010 婴儿配方食品   
GB10767-2010 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 
GB10769-2010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GB10770-2010 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 
GB 22570-2014 辅食营养补充品 
GB 16740-2014 保健食品   
GB29922-2013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 

GB15266-2009 运动饮料  

GB24154-2015 运动营养食品通则 

GB25596-2010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通则 

 

 
 



争议的问题 

 食用农产品 

 新食品原料 

 有毒有害食品 

 非食品原料 

 药物 

 食品相关产品 



食用农产品 

 非食品原料与食用农产品 

 原药材、中药饮片与食用农产品 

 食品与食用农产品 

 



普通食品原料 
《食物成分表》可食部 

• 新食品原料和新资源食品 

• 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名单 

• GB/T 12729.1-2008 《香辛料和调味品名称》（罂粟种子
除外） 

• NYT 1506-2015 绿色食品 食用花卉  卫生部回复 

• 卫计委有关批复、公告 

• 其他（核桃、油用牡丹、长柄扁桃、油橄榄、光皮梾木、
元宝枫、翅果油树、杜仲、盐肤木、文冠果等木本油料） 

• 食用菌1      食用菌2   

 

• 牛樟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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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相关产品 

 GB 14930.1-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洗涤剂 

 GB 4806.1-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
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14930.2-20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剂 

 GB/T16288-2008塑料制品的标志 

 QB/T4033-2010餐盒原纸 

 QB/T4032-2010纸杯原纸 

 GB/T 18006.1-2009 塑料一次性餐饮具通用技术
要求  

 《食品用消毒剂原料（成份）名单2009版）》 

  食品用洗涤剂原料名单（征求意见） 

 印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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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4806.1-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对产品信息要求做出了如下强制性规定： 

 

1.  产品标识信息应清晰、真实，不得误导使用者； 

2. 产品应提供充分的产品信息，包括标签、说明书等  标
识内容和产品合格证明，以保证有足够信息对食品接触材
料及制品进行安全性评估； 

3. 标识内容应包括产品名称，材质，对相关法规及标准的
符合性声明，生产者和（或）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
方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适用时）等内容； 

4. 符合性声明应包括遵循的法律和标准，有限制性要求的
物质名单及其限制性要求和总迁移量合规性情况仅成型品）
等。 
 



5.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终产品除应符合上述要求外，还应注 

  明“食品接触用”“食品包装用”或类似用语，或加印、
加贴调羹筷子标志，有明确食品接触用途的产品（如筷子、
炒锅等）除外。有特殊使用要求的产品应注明使用方法、
使用注意事项、用途、使用环境、使用温度等。对于相关
标准明确规定的使用条件或超出使用条件将产生较高食品
安全风险的产品，应以特殊或醒目的方式说明其使用条件，
以便使用者能够安全、正确地对产品进行处理、展示、贮
存和使用； 

6. 上述标识内容应优先标示在产品或产品标签上，标签应
位于产品最小销售包装的醒目处。当由于技术原因无法将
信息全部显示在产品或产品标签上时，可显示在产品说明
书或随附文件中。 

 



GB14930.1-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洗涤剂》 

 食品用洗涤剂定义为“用于洗涤和清洁食品、餐饮
具以及接触食品的工具和设备、容器和食品包装材
料的物质”。 

 根据产品用途不同分为两类：Ａ类产品，直接用于
清洗食品的洗涤剂。Ｂ类产品，用于清洗餐饮具以
及接触食品的工具、设备、容器和食品包装材料的
洗涤剂。 在产品的最小销售包装上应标明产品所
属类别（Ａ类 、 Ｂ类），其中Ａ类产品可以标识
“可直接接触食品”。在原料使用和终端产品指标
方面，对表面活性剂、防腐剂 、着色剂、 香精、
微生物、重金属、甲醇、甲醛均有限制性要求。  

 



GB14930.2-201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
剂》 

 目前用于清洗食品容器及食品生产经营工具、设
备以及蔬菜、水果的消毒剂和洗涤消毒剂主要有
液体、颗粒、粉状、片剂四种类型产品。主要食
品安全问题是使用的复合磷酸盐原材料中的重金
属如铅、砷的污染。 

 在产品或最小销售包装上应标识“食品接触用”，
在产品或最小销售包装上应标识产品的材质。  

 



查询 

 河豚鱼 

 

 燕窝：海关总署——信息服务——进出口食品
安全——信息服务——截面内容 

 燕窝 

F:/北京20181011/河豚鱼.doc
F:/北京20181011/出入境截屏.doc
F:/北京20181011/马来西亚燕窝加工企业.doc


新食品原料查询 

 国家卫健委官网——政务服务——在线服务事
项——公众查询——卫生行政许可公众查询—

—新资源食品、新食品原料、终止审查目录（
新食品原料）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应当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的有以下四类：法律、法规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中添加、使用的物
质；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
《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上的物质；国务院有关部门公
告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其他危害人体健康
的物质。 

  举例：可可壳、法兰西玫瑰、天山雪菊、工业用盐 、注水肉、 

 《食盐专营办法》第十六条：；严禁将下列产品作为食盐销售：(一)液
体盐(含天然卤水)；(二)工业用盐、农业用盐；(三)利用井矿盐卤水晒
制、熬制的盐产品；(四)不符合国家食盐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盐产品；
(五)其他非食用盐产品。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禁止“对生猪或者生猪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
物质”等。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地沟油整治和餐厨废弃物管理的意见国办发
〔2010〕36号 

 



           在各类食品生产经营、也包括储存以及运输过程，特

别是散装直接入口食品的管理中，还应预防投毒性风险。

虽然严格意义上讲，导致食品安全风险的发生应为非主观

性偶然行为，人为故意施险不应纳入。但目前一些新发化

学品施毒，已经成为化学性食物中毒和食品污染事件的重

要风险因子。这些民用、易得、无色无味的化学品，如鼠

药类剧毒化学品、一些低毒性药物包括毒性较强的限用性

食品添加剂（亚硝酸盐）等，常见投放于食品生产经营用

水源、食用农产品以及各类食品特别是散装食品中，且不

易被识别发现，极易引发社会群体性恐慌。 

           食品防护计划和应用指南GB/T 27320—2010  

 

   

 



菌种 

  截止2018年8月，国家共批准8个菌属大类35种菌种可用于普通食
品；2个菌属大类7种菌种可用于婴幼儿食品。可用于保健食品的
真菌菌种11种，益生菌有3个菌属大类的10种菌种。 

 

 标示要求  

 （1）根据原卫生部发布的《关于食品中使用菌种标签标示有关问
题的复函》（卫办监督函[2013]367号）的规定，预包装食品中使
用了上述菌种的，应当按照《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
2011）的要求标注其菌种名称，企业可用时在预包装食品上标注
相应菌株号及菌种含量。自2014年1月1日起食品生产企业应当按
照以上规定在预包装食品标签上标示相关菌种。（GB 7718-2011
问答） 

 （2）益生菌不属于营养标签标准中规定的营养成分，不应在营养
标签的营养成分表中标示，应按照GB 7718的要求客观真实地进
行标示。（GB 28050-2011问答） 

 



可用于食品中的菌
种（普通食品）  



  婴幼儿食品可使用菌种（仅限用于1岁以上幼儿的食品 ） 



保健食品可用菌种 

 



保健食品可用益生菌菌种 

 



总局办公厅关于千道味鲜烤鱿鱼丝等产品中苹果酸标注有关
问题的复函食药监办食监一函〔2017〕661号 
 

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一、略 
  二、食品生产者依法使用食品添加剂L-苹果酸和DL-苹果酸，在
产品标签上标注为苹果酸，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
签通则》（GB 7718—2011）的规定，属于“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
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
按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即“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
加剂的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
误导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
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下罚款”的规定，依法予以查处。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 
                                   2017年9月26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有碍食品安全的疾病目录
的通知(国卫食品发〔2016〕31号) 

 
为规范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的健康管理，制定本目录。 

  

1. 霍乱 

2.  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 

3. 伤寒和副伤寒 

4. 病毒性肝炎（甲型、戊型） 

5. 活动性肺结核 

6. 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有关规定，有明显皮肤损伤未愈合的，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将其调整到其他不影响食品安全的工作岗位。 
食品加工人员：指直接接触包装或未包装的食品、食品设备和
器具、食品接触面的操作人员。 
 



过程规范类标准 

 过程规范类标准 

 产品标准中包含的过程要求 



产品标准 

GB 2759-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冷冻饮 

品和制作料 

 运输车辆应有适当的保温设施 

 冷冻饮品产品应贮存在≤-18℃的专用冷库 

 冷冻饮品产品应在冷冻条件下销售，低温陈列柜的温
度应≤-15℃ 

GB 10136-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 

水产制品 

冷冻水产品应贮存在-18℃以下 

 

 



 GB 14881-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8950-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罐头食品生产卫生规范 

 GB 8951-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生产
卫生规范 

 GB 8952-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啤酒生产卫生规范 

 GB 8954-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醋生产卫生规范 

 GB 895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植物油及其制品生
产卫生规范 

 GB 8956-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蜜饯生产卫生规范 

 GB 8957-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面包卫生规范 

 GB 12694-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 

 GB 1269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生产卫生规范 

 GB 12696-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酒及其配制酒生产
卫生规范 

 GB 19304-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生产卫生规范 

 



 GB 13122-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谷物加工卫生规范 

 GB 17403-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糖果巧克力生产卫生规范      

 GB 17404-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膨化食品生产卫生规范 

 GB 18524-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辐照加工卫生规范 

 GB 20799-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肉和肉制品经营卫生规范 

 GB 20941-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水产制品生产卫生规范 

 GB 21710-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蛋与蛋制品生产卫生规范 

 GB 22508-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原粮储运卫生规范 

 GB 31621-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 

 GB 31641-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航空食品卫生规范 
 GB 31647-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8953-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油生产卫生规范 

 GB 31646-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食品生产和经营卫生规范 



 WS103-1999《学生营养餐生产企业卫生规范》 

 GB 19303－2003《熟肉制品企业生产卫生规范》 

 

 GB16330—1996《饮用天然矿泉水厂卫生规范》 

 

 

 



                     进口食品 

 卫生证明 

 标签 

 注意事项：食品标准、跨境电商、自贸区、保
税区、免税店、代购等 

 

 

 

 

F:/北京20181011/复件 进出口预包装食品标签检验监督管理办法2017.pdf


案例 

 某辅食营养补充品企业标签以及工艺违法案 

 某乳品企业违规采购食品相关产品案 

 某蜂产品企业产品不合格案 

 某企业销售过期食品案 

 某茶叶生产企业采购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案 

 辽宁辉山乳业高钙奶案 

 某企业网络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F:/北京20181011/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违法案.d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