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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饲料添加剂和预混合饲料质量体系(FAMI-QS)规范第5.1版到第6版的过渡
2015年，FAMI-QS启动了体系修订，并于2018年10月完成了该流程

我们谨邀请目前经FAMI-QS认证的所有企业，如果希望继续使用

的最后阶段。由于我们精明能干的专家小组的辛勤工作，以及我

FAMI-QS 6.0版，请及时与各自的认证机构联系，以安排过渡审核。

们在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的付出，FAMI-QS的《规范》得以改进，
使其在技术上适合在相当复杂的法律和商业运营环境中应对本行
业的挑战。
我们谨代表FAMI-QS感谢您一直以来对FAMI-QS认证的支持和信
任。FAMI-QS将持续改进特种饲料原料的质量、安全性和完整性。
我们的最终目标和追求是提供一个坚实、
健全和透明的管理体系，

在此过渡期间，FAMI-QS秘书处将竭尽全力以最有效的方式促进
并确保所有流程的顺利进行。

可在以下网址查阅下述文件：


以满足我们行业的需求。

自10月1日起，FAMI-QS秘书处将不再接受FAMI-QS 5.1版的申请。
FAMI-QS 5.1版有效期将持续到2020年10月1日。在2020年10月过
渡期结束后，获得FAMI-QS认证的公司名单将不再有效，并将自动
从我们的网站中删除。

如下组织的会员：



fami-qs.org/code-6-0.html
o

FAMI-QS 操作规范第6.0版

o

饲料欺诈预防和防御模块

o

FAMI-QS认可的标准

o 工艺过程文件
fami-qs.org/rules-6-0.html
o

认证机构规则

o

经营者规则

如下组织的认可的利益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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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函
目前在5.1版本之下的FAMI-QS认证经营者，只要持有有效的批准函，就不需要申请新的文件。仅在范围（产品清单）、公司地址、公司名
称或新网站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才会签发新的批准函。

注意：批准函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FAMI-QS证书，也不表示饲料企业符合FAMI-QS的要求。批准函表明饲料企业已经通过了FAMI-QS的初步
评估，并被认为有资格获得FAMI-QS的认证。

只有在 FAMI-QS 网站上列出的企业才持有有效证书。

FAMI-QS认证企业名单
在过渡期间，有关各方应在下列两个名单中寻找有效的证书：

认证流程。截至目前，FAMI-QS认证企业新名单的主要特点之一是
为了进一步实现饲料链的透明度，FAMI-QS认证所涵盖的全部原

FAMI-QS 5.1版本证书

料或混合物清单将

此份名单将一直保留到2020年10月1日

向公众公开。

FAMI-QS 6.0版本证书
除了列出原料和混合
物之外，感兴趣的各
方现在还可以注册并
接收实时通报，以通
知他们当前有效的
FAMI-QS证书的状态
可能发生的变更。

注意：如果是新登记录入或证书过期，则不会发送任何通知。
没有选择特定企业的选项。 将针对目前名单列表中包含的所有
证书发送通知。
正如此前宣布的，FAMI-QS选择了“ViaSyst”审核报告平台来处理

对于 6.0 版本下当前批准的认证机构，请查看 fami-qs.org/certification-bodies

如下组织的会员：

如下组织的认可的利益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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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的变更
FAMI-QS 董事会
FAMI-QS于2019年4月18日举行了全体大会，并选举出任期为两年（2019年5月5日到2019年5月4日）的如下成员：
艾地盟动物营养 (ADM)
味之素 (AJINOMOTO)
巴斯夫 (BASF)
帝斯曼 (DSM)
拉曼 (LALLEMAND)

由Fred Schuster 先生代表
由Marie-Julie Hannoun女士代表
由Ingrid Stilgenbauer-Voigt女士代表
由Wim Van den Broecke先生代表
由Balladette Okeke女士代表

由Bernadette Okeke女士代表的拉曼公司（Lallemand）被任命为董事会主席。

与FAMI-QS秘书处通信方式
为了确保您的疑问能及时得到解决，请使用下面提供的电子邮件地址之一与相关部门联系。

主题

一般查询、培训、活动等（Danai Konti 女士）

邮件地址

fffs_info@fami-qs.org

申请表格及批准函（Giacomo Sisinni 先生 / Dominique de Mailly 女
fffs_apply@fami-qs.org
士）

发票（Dominique de Mailly女士）

accountingfffs@fami-qs.org

国际合作与互认（Manolis Geneiatakis先生）

fffs@fami-qs.org

网站上缺少证书和证书的有效性（Sofia Poucha女士）

饲料安全事件及危机管理

如下组织的会员：

audit@fami-qs.org

notification@fami-qs.org

如下组织的认可的利益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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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角
2019 年 1 月 3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EU）2019/8 号实施条例，批准蛋氨酸羟基类似物（hydroxy analogue of methionine）及其钙盐等物
质作为动物饲料添加剂。（与欧洲经济区相关的案文。）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19/8/oj
2019 年 1 月 3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EU）2019/9 号实施条例，批准无水甜菜碱（betaine anhydrous）作为除兔子以外的食品生产动物饲
料添加剂。（与欧洲经济区相关的案文。）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19/9/oj
2019 年 1 月 3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EU）2019/10 号实施条例，批准伊利石-蒙脱石-高岭石（illite- montmorillonite-kaolinite）天然混合
制备等物质作为所有动物饲料添加剂。（与欧洲经济区相关的案文。）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19/10/oj
2019 年 5 月 29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EU）2019/899 号实施条例，批准延长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CNCM I-4407 作为育
肥羔羊、奶山羊、奶绵羊、奶牛、育肥马和育肥猪的饲料添加剂，并废除（EC）1447/2006 号，（EC）188/2007 号，（EC）232/2009
号，（EC）186/2007 号和（EC）209/2008 号条例。（授权持有人 S.I. Lesaffre）。（与欧洲经济区相关的案文。）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19/899/oj
2019 年 5 月 29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EU）2019/914 号实施条例，批准将地衣芽孢杆菌（Bacillus licheniformis）DSM 28710 制备为育
肥用火鸡、育成的火鸡和育肥的以及产蛋的小家禽品种的饲料添加剂。（授权持有人 HuvePharma NV）（与欧洲经济区相关的案
文。）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19/914/oj
2019 年 6 月 5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EU）2019/929 号实施条例，批准由里氏木霉（Trichoderma reesei）（BCCM / MUCL 49755）生产
的 1,4-β-木聚糖内切酶(endo-1,4-beta-xylanase)(EC 3.2.1.8) 制备作为饲料添加剂，用于育肥鸡和断奶仔猪。（授权持有人 Berg and
Schmidt GmbH Co. KG）（与欧洲经济区相关的案文。）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19/929/oj
2019 年 6 月 12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 2019 / 962 号条例，修订了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关于设立两个新的饲料添加剂功能组的(EC)1831
/ 2003 号条例的附件 I（与欧洲经济区相关的案文。）
http://data.europa.eu/eli/reg/2019/962/oj
2019 年 7 月 31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EU）2019/1289 号实施条例，批准由谷氨酸棒杆菌（Corynebacterium glutamicum）KCCM 11201P
生产的 L-缬氨酸（L-valine）作为饲料添加剂用于所有动物物种。（与欧洲经济区相关的案文。）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19/1289/oj
2019 年 7 月 31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 (EU)2019 / 1290 号实施条例，修订了(EU)2018 / 338 号实施条例关于 6-植酸酶（6-phytase）制备的
最低含量，该制备由黑曲霉（Aspergillus niger）（DSM 25770）生产，作为饲料添加剂，用于育肥鸡或育成产蛋鸡。（授权持有人
BASF SE）。（与欧洲经济区相关的案文。）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19/1290/oj
2019 年 8 月 2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EU）2019/1313 号实施条例，涉及批准解淀粉芽孢杆菌（Bacillus amyloliquefaciens） NRRL B50508，NRRL B-50509 和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NRRL B-50510 制备作为育肥猪和小型猪种饲料添加剂。（授权持有人是由
Provimi Holding BV 代表的嘉吉公司）（与欧洲经济区相关的案文）。

如下组织的会员：

如下组织的认可的利益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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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19/1313/oj
2019 年 8 月 2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 (EU)2019 / 1315 号实施条例，批准屎肠球菌（Enterococcus faecium）DSM 7134 制备用作母猪饲料
添加剂（饮用水中）。（授权持有人 Lactosan GmbH＆Co） （与欧洲经济区相关的案文。）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19/1315/oj
2019 年 8 月 5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 (EU)2019 / 1324 号实施条例，涉及批准由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LMG S-27588 生产的 1,4β-木聚糖内切酶（endo-1,4-beta-xylanase）制备作为饲料添加剂，用于育肥鸡或育成产蛋鸡、育肥火鸡或育种火鸡以及育肥的和育成
产蛋的小家禽品种，断奶仔猪，以及育肥猪和次要猪种。（授权持有人 Puratos）（与欧洲经济区相关的案文。）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19/1324/oj

如下组织的会员：

如下组织的认可的利益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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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举行的活动
饲料欺诈预防和防御培训
FAMI-QS启动了“饲料欺诈预防和防御”模块，为了充分支持其成员更好
地理解FAMI-QS的这一新概念，开发了一个专门的培训模块。
培训内容包括在线学习和要求学员到场的课堂学习。参加培训的学员可于
课堂培训前一个月登录在线学习平台。
为什么要参加此培训？
了解FAMI-QS为什么要开发“饲料欺诈预防与防御”模块；
了解由FAMI-QS开发的“饲料欺诈预防与防御”模块的内容；
了解欺诈脆弱性评估和威胁评估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
了解如何使用模板设置脆弱性评估和威胁评估，以及如何将它们链接到
模块。

哪些些人应该参加培训？
饲料欺诈预防与防御团队成员。参与实施 FAMI-QS 认证体系（质量保证、
质量控制、采购、管理代表和物流）的所有人员;
特种饲料原料的生产商、供应商和贸易商；
希望获得有关FAMI-QS饲料欺诈预防与防御模块的更多信息的个人。
2019年11月14日:荷兰阿姆斯特丹
点击这里了解更多信息
2020年1月14日：比利时布鲁塞尔
点击这里了解更多信息
2020年3月3日:比利时布鲁塞尔
点击这里了解更多信息

第6版– 行业培训指引
培训旨在为参与者提供他们所需的有关FAMI-QS第6版要求的信息。其中
包括讨论生产现场为过渡做好准备所需的步骤。我们将介绍以下内容：
FAMI-QS认证系统第6版；FAMI-QS操作规范的要求；对新文件的说明。
哪些人应该参加培训？
任何参与实施 FAMI-QS 认证体系的人员（质量经理、顾问）等；
FAMI-QS内部审核员；
特种饲料原料的生产商，供应商和贸易商；
希望获得FAMI-QS认证的更多有关信息的个人。

2020年2月11日:荷兰阿姆斯特丹
点击这里了解更多信息

2020年4月22日:德国柏林
点击这里了解更多信息

2020年5月13日：比利时布鲁塞尔
点击这里了解更多信息

2020年6月17日：意大利 米兰
点击这里了解更多信息

。

如下组织的会员：

如下组织的认可的利益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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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批准的《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的培训
为了支持其成员遵守《食品安全现代化法》（FSMA）和动物食品的现行
良好生产规范（CGMP），FAMI-QS组织了一次为期两天的培训，培训内
容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动物性食品的FSMA预防控制
措施。

2020年6月23日至24日:比利时布鲁塞尔
点击这里了解更多信息

2020年6月29日至30日:比利时布鲁塞尔
点击这里了解更多信息

该课程由食品安全预防控制联盟（FSPCA）开发，是FDA认可的标准化课
程。 FSPCA成立于2011年，是FDA与学术界之间的合作推行的一项标准
化教育 / 培训计划，旨在向业界提供有关如何努力遵守预防控制规则的
技术知识。

如下组织的会员：

如下组织的认可的利益相关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