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组织抽检水果及其
制品、保健食品等 2 类食品
174批次样品，抽样检验项目
合格样品165批次，不合格样
品9批次。

其中，水果及其制品45批
次，不合格样品 5 批次，占
11.1%；保健食品129批次，不
合格样品4批次，占3.1%。

在国家食药监总局公布
的不合格产品情况中，河南禹
州市紫烨红食品有限公司销
售的标称禹州市紫烨红食品
有限公司生产的1批次红心薯
条和1批次紫烨红红心薯条，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检出值均
为0.47g/kg。比标准规定（不
超过0.25g/kg）高88%。

据了解，乙二胺四乙酸二
钠作为食品添加剂广泛用作
稳定剂、抗氧化剂、防腐剂、螯
合剂、防止金属离子引起的变
色、变质、变浊及维生素的氧
化损失。GB 2760-2014《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

使用标准》中允许蜜饯凉果中
的果脯类（仅限地瓜果脯）使
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最大使
用量为0.25g/kg），其他类别
的蜜饯凉果类不得使用。乙
二胺四乙酸二钠可对黏膜、上
呼吸道和对眼睛、皮肤产生刺
激作用。长期大量食用乙二
胺四乙酸二钠超标产品可能
对人体健康产生一定的不良
影响。

对于此次抽检中发现的
不合格产品，总局已要求生产
企业所在地北京、黑龙江、江
苏、福建、河南、广东等省（市）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责令企业
查清产品流向，召回不合格产
品，并分析原因进行整改；经
营单位所在地北京、江苏、安
徽、河南、湖南、重庆等省（市）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已要求有
关单位立即采取下架等措施，
控制风险，并依法予以查处。
查处情况于2016年 10月 31
日前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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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啥身份？一查便知！
国家食药监总局推出“食安查”APP

□记者 韩聪聪 实习生 申义强

担心买到的食品不合格，不
知如何查询？现在，消费者再不
用为这个问题烦忧了。为进一
步方便公众和食品生产经营者
及时查询抽检信息，提升抽检数
据的利用效率，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发了食品安
全监督抽检信息查询系统客户
端食安查APP。8月 19日，该
APP正式上线。

那该APP里面都有哪些数
据呢？据了解，该APP数据信
息来源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官网公布的国家和省级
监督抽检数据库，主要包括
2014年以来国家公布和各省级
局纳入总局抽检数据库的食品
安全监督抽检合格和不合格结
果。

目前，定期公布食品监督抽
检信息已成为监管部门的常态
工作。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
公布是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监督

管理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引导公
众科学理性消费、自觉规避食品
安全风险，也有利于督促生产经
营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及时采取
措施防控食品安全风险。

食安查APP的成功上线，
也是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落实国
务院关于“互联网+”工作部署，
加强在质量安全等领域推广大
数据应用的具体措施。

想通过食安查APP查询食
品的信息，有三种方式可供选
择：一是通过输入食品名称，快
速找到其查询的食品抽检结果，
例如：输入“XX（品牌）”，可列出
该品牌产品的抽检结果，或者输
入“酸奶”可列出食品名称含有

“酸奶”字样产品的抽检结果；二
是通过选择食品分类，查询到食
品的抽检结果，例如：点击“乳制
品”可列出该类产品的抽检结
果；三是可通过扫描商品条形码
进行查询。查询结果按照“抽检

结果全部合格的产品”和“抽检
结果出现不合格的产品”两个板
块依序显示。

据了解，食安查APP已正
式上线，可以使用安卓和苹果系
统的手机、平板电脑等下载、安
装后使用（二维码附后）。此外，
也 可 以 通 过 食 安 查 网 页 版
（www.foods12331.cn）查询。

近日，河南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
品追溯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着力推进
食用农产品、食品、药品等八
大追溯体系建设，提升河南省
的产品质量安全与公共安全
水平。

与食品相关的有三大体
系，为食用农产品追溯体系建
设、食品追溯体系建设以及主
要农业生产资料追溯体系建
设。

食用农产品追溯体系建
设要求建立食用农产品质量
安全全程追溯协作机制，以责
任主体和流向管理为核心，以
追溯码为载体，以农业投入品
和苹果、茶叶、生鲜乳等有条
件的农产品为重点，选择部分
省辖市、县(市、区)和“三品一
标”获证单位开展追溯试点，
推动追溯管理与市场准入相
衔接，实现食用农产品从农田
到餐桌全过程追溯管理。

食品追溯体系建设要求
以婴幼儿配方食品、肉制品、
乳制品、食用植物油、白酒等
品类为重点，指导、监督全省

食品生产企业建立食品安全
追溯体系，督促企业落实质量
安全主体责任，通过统一规
范、严格管理，保障追溯体系
有效运行。推动追溯链条向
食品原料供应环节延伸，实行
全产业链可追溯管理。

主要农业生产资料追溯
体系建设要求以农药、兽药、
饲料、肥料、种子等主要农业
生产资料为重点，建设农业生
产资料追溯体系，建立农业生
产资料电子追溯码标识制度，
实施登记、生产、经营、使用环
节全程追溯监管，基本形成农
业生产资料面上监管无盲区、
链上监管无缝隙、点上监管无
遗漏的管理体系。

同时，《意见》要求，各级
政府要加大对重要产品追溯
体系建设运行的资金支持力
度，纳入本级政府的财政预
算。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
要将贯彻落实《意见》列入重
要议事日程，结合“十三五”规
划和本地实际，研究制定实施
规划，确定追溯体系建设的重
要产品名录，明确建设目标、
工作任务和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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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

近期，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对乳制品、糕点开展了生
产环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抽检
样品145批次，抽检项目合格的
样品143批次，不合格的样品2
批次。其中乳制品10批次，合
格率100%；糕点135批次，不合
格样品2批次，占1.48%。

据介绍，此次抽检依据《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
用标准》（GB 2760-2014）、《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
用标准》（GB 2760-2011）、《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
限量》(GB 2762-2012)、《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
量》(GB29921-2013)、《糕点、
面 包 卫 生 标 准 》 (GB
7099-2003)等标准及产品明示
标准和指标的要求。抽检项目
包括微生物、重金属、食品添加
剂、品质指标、非食用物质等20
个项目，共抽检135批次产品，
不合格样品2批次。

此次抽检的不合格样品所
涉及的食品，为周口市鑫之华食
品有限公司新郑分公司生产的
2批次糕点（蜂蜜枣糕、猴菇软
蛋糕），其中，样品中防腐剂各自
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比例之和

超标。
针对抽检发现的问题，郑州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已要求生产
企业所在地新郑市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对相关单位依法处理，责
令其查清不合格产品的批次、数
量、流向，召回不合格产品，采取
下架等措施控制风险，并分析原
因进行整改。

特别提醒广大消费者，如购
买到或在市场上发现通告所列
批次的不合格食品时，请积极参
与食品安全监督，拨打12331投
诉举报电话进行投诉或举报。

建立追溯体系
确保食品安全
□记者 陈沛

□记者 韩聪聪 实习生 申义强

过量添加防腐剂
周口一糕点企业被查
□记者 韩聪聪

国家食药监总局通告
9批次食品不合格
河南禹州一企业“上榜”

如需下载“食安查”，请扫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