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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停止实行食品类生产企业出口食品免验的公告  ４３３
( 国家质总局公告 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０１ 号)

关于公布 « 可检测 “ 三聚氰胺” 的食品检测机构名录» 的公告  ４３３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０８ 号)

关于防止多哥禽流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４３４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１５ 号)

关于防止俄罗斯猪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４３４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２５ 号)

关于防止尼泊尔高致病性禽流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４３７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３ 号)

关于防止加拿大低致病性禽流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４３６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４ 号)

关于防止法国低致病性禽流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４３７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５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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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口熟制猪肉产品监管措施的公告  ４３８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０９ 年第 ４９ 号)

关于进口盐渍猪肠衣和食用猪源明胶监管措施的公告  ４３８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０９ 年第 ６２ 号)

关于防止英国汉普郡低致病性禽流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４３８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１０ 号)

关于防止法国德塞夫勒省低致病性禽流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４３９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２２ 号)

关于规范进口乳制品卫生证书管理的公告  ４４０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２５ 号)

关于调整出口食品加施检验检疫标志措施的公告  ４４０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３４ 号)

关于防止韩国口蹄疫传入我国的公告  ４４１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０ 年第 ７ 号)

关于防止不丹高致病性禽流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４４２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７ 号)

关于防止日本口蹄疫传入我国的公告  ４４２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０ 年第 ４５ 号)

关于防止加拿大马尼托巴省低致病性禽流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４４３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４８ 号)

关于防止法国新城疫传入我国的公告  ４４４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号)

关于加强进口三文鱼检验检疫的公告  ４４５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１ 年第 ９ 号)

关于防止保加利亚口蹄疫传入我国的公告  ４４５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６ 号)

关于防止朝鲜口蹄疫传入我国的公告  ４４６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１ 年第 ２５ 号)

关于禁止部分日本食品、 农产品进口的公告  ４４７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１ 年第 ３５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从日本进口食品农产品检验检疫监管的公告  ４４７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１ 年第 ４４ 号)

关于防止南非高致病性禽流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４４８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１ 年第 ５３ 号)

关于运行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管理系统的公告  ４４９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１ 年第 ５９ 号)

关于防止柬埔寨和埃及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４４９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３２ 号)

关于发布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安全卫生要求和产品目录的公告  ４５０
( 国家认监委公告 ２０１１ 年第 ２３ 号)

关于防止印度尼西亚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４５５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４８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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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防止伊朗高致病性禽流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４５６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５９ 号)

关于防止以色列小反刍兽疫传入我国的公告  ４５７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６０ 号)

关于解除台湾食品进口限制措施的公告  ４５８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号)

关于防止俄罗斯绵羊痘和山羊痘传入我国的公告  ４９０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４ 号)

关于防止澳大利亚低致病性禽流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４９１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８ 号)

关于实施 « 进出口预包装食品标签检验监督管理规定» 的公告  ４９２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２ 年第 ２７ 号)

关于取消进口化妆品加贴检验检疫标志的公告  ４９４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２ 年第 ３９ 号)

关于防止意大利新城疫传入我国的公告  ４９４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２ 年第 ４６ 号)

关于发布 « 出口食品原料种植场备案管理规定» 的公告  ４９５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２ 年第 ５６ 号)

关于发布 « 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备案管理规定» 及 « 食品进口记录和销售记录管理规定» 的

公告  ５０４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２ 年第 ５５ 号)

关于允许印度大米输华的公告  ５１１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２ 年第 ５９ 号)

关于进口散装食用植物油运输工具要求的公告  ５１２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２ 年第 ８０ 号)

关于允许台湾大米输往大陆的公告  ５１７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２ 年第 ８９ 号)

关于防止墨西哥高致病性禽流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５１８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２ 年第 ９９ 号)

关于实施 « 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 有关事项的公告  ５１９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０ 号)

关于启用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备案管理系统的公告  ５２０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４８ 号)

关于公布 « 实施备案管理出口食品原料品种目录» 的公告  ５２１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４９ 号)

关于防止丹麦、 瑞士施马伦贝格病传入我国的公告  ５２２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５３ 号)

关于防止乌克兰非洲猪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５２２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５４ 号)

关于防止蒙古猪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５２３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７５ 号)

关于防止澳大利亚高致病性禽流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５２４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９６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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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防止美国纽约州低致病性禽流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５２４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９ 号)

关于实施 « 进出口乳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 有关要求的公告  ５２５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３ 年第 ５３ 号)

关于防止白俄罗斯非洲猪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５３１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３ 年第 ８６ 号)

关于发布 « 出入境检验检疫企业信用管理办法» 的公告  ５３１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３ 年第 ９３ 号)

关于允许芬兰燕麦输华的公告  ５３６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３ 年第 ９４ 号)

关于防止美国阿肯色州和威斯康星州低致病性禽流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５３６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３ 号)

关于防止哥伦比亚古典猪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５３７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２７ 号)

关于加强进口婴幼儿配方乳粉管理的公告  ５３８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３３ 号)

关于美国输华葡萄酒证书事宜的公告  ５３８
( 国家质检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６４ 号)

关于进口澳大利亚葡萄籽检验检疫要求的公告  ５４１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７４ 号)

关于进口马来西亚燕窝产品检验检疫要求的公告  ５４２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８０ 号)

关于防止葡萄牙阿连特茹省低致病性禽流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５４３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８６ 号)

关于发布 « 出入境检验检疫企业信用采集条目及信用等级评定规则» 的公告  ５４３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号)

关于防止立陶宛非洲猪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５５５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４ 号)

关于防止波兰非洲猪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５５５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６ 号)

关于发布 « 进口食品不良记录管理实施细则» 的公告  ５５６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４ 年第 ４３ 号)

关于公布首批进口乳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名单的公告  ５５９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４ 年第 ５１ 号)

关于防止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低致病性禽流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５６０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４ 年第 ５８ 号)

关于解除巴西牛血液制品和 ３０ 月龄以下剔骨牛肉禁令的公告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４ 年第 ８０ 号)

 ５６０

关于防止瑞典东约特兰省新城疫传入我国的公告  ５６１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４ 年第 ８２ 号)

关于防止拉脱维亚非洲猪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５６２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４ 年第 ８３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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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防止美国新泽西州低致病性禽流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５６２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０ 号)

关于防止爱沙尼亚非洲猪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５６３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２ 号)

关于规范进境粮食指定口岸措施的公告  ５６４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６ 号)

关于防止德国北莱茵威 －斯特法伦州低致病性禽流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５６８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１９ 号)

关于进口印度尼西亚燕窝产品检验检疫要求的公告  ５６９
( 国家质检总局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２１ 号)

关于防止罗马尼亚雅洛米察县新城疫传入我国的公告  ５７０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２７ 号)

关于防止英国、 荷兰高致病性禽流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５７１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２８ 号)

关于调整 « 进出口乳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 实施要求的公告  ５７２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号)

关于防止美国高致病性禽流感传入我国的公告  ５７６
( 国家质检总局、 农业部公告 ２０１５ 年第 ８ 号)

关于进口缅甸大米检验检疫要求的公告  ５７７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５ 号)

关于秘鲁芦笋准入问题的公告  ５７８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５ 年第 ４０ 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进口肉类指定口岸管理的公告  ５７９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５ 年第 ６４ 号)

关于进口塞内加尔花生检验检疫要求的公告  ５８３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５ 年第 ６７ 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进口食品、 化妆品检验检疫证单签发工作的公告  ５８４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５ 年第 ９１ 号)

关于启用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备案系统升级版的公告  ５８５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５ 年第 ９８ 号)

关于老挝大米准入的公告  ５８６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９ 号)

关于进口韩国大米检验检疫要求的公告  ５８７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４９ 号)

关于更新 « 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实施目录» 的公告  ５８８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５２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出口食品防护的公告  ５９０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５５ 号)

关于废止 « 关于严厉打击食品非法出口有关问题的通知» 的公告  ５９２
( 国家质检总局、 商务部、 海关总署公告 ２０１６ 年第 ２３ 号)

关于进口加拿大野米检验检疫要求的公告  ５９３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６ 年第 ２７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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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口智利核桃检验检疫要求的公告  ５９５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６ 年第 ３２ 号)

关于进口蒙古国马肉产品检验检疫要求的公告  ５９６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６ 年第 ３６ 号)

关于进口荷兰甜椒检验检疫要求的公告  ５９８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６ 年第 ４７ 号)

关于进口泰国大米检验检疫要求的公告  ５９９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６ 年第 ５６ 号)

关于进口越南大米检验检疫要求的公告  ６００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６ 年第 ６０ 号)

关于发布 « 进口化妆品境内收货人备案、 进口记录和销售记录管理规定» 的公告  ６０１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６ 年第 ７７ 号)

关于进口柬埔寨大米检验检疫要求的公告  ６０６
(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６ 年第 ９８ 号)

关于进口蒙古国水飞蓟籽检验检疫要求的公告  ６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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