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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欺诈预防和防御模块是一个强制性模块，适用于所有希望获得 FAMI-QS 认证的饲料企业经营者。 

 

饲料欺诈预防和防御模块的目标是确保经 FAMI-QS 认证的饲料企业经营者将实施一个可供审核的体系，以证明他们

有能力管理并有效降低与其经营相关的饲料欺诈和威胁的风险。 

 

在纳入 FAMI-QS 饲料欺诈预防和防御要求后，FAMI-QS 将成为第一个正式引入欺诈预防和防御作为合格对象（在证

书上提及），而不仅仅是将其作为要求的方案。 

 
完整的模块包括以下要素：  

 

 
 
 
  

FAMI-QS 饲料欺诈预防和防御模块 

FAMI-QS 饲料欺诈预防和防御审核指南 

 

过去一年，FAMI-QS秘书处与我们的授权认

证机构携手合作，开发 FAMI-QS 授权审核

员的能力，并确定有效的审核方法。该文件

目前仍为草案。与审核指南中描述的内容相

比，对该模块进行首次审核将使我们更好地

了解审核员实际上可以检查或不可以检查的

内容。  

该文件将有助于审核员在审核饲料欺诈预防

和防御模块时采用结构化方法。 

所有文件均可在以下网址查阅： 

https://fami-qs.org/feed-fraud-prevention-

and-defence-module.html  

FAMI-QS 饲料欺诈预防和防御模块 

该文件包含两种类型的文本： 

1. 要求：这些是 FAMI-QS饲料企业经营者必须遵守的强

制性措施。 

2. 指南： 在要求之后的指南部分包括背景信息、附加说明

和方法，以支持经营者执行这些要求。 

FAMI-QS 饲料欺诈预防和防御模板 

为了开发 FAMI-QS 饲料欺诈预防和防御体系，创建了 FAMI-QS

认证的饲料企业经营者必须使用的特定模板。  

这些这些模板将指导您完成开发脆弱性和威胁评估的过程，并能

支持饲料和食品的综合管理体系。此外，通过使用这些模板，我

们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统一有效的审核方法。 

 

FAMI-QS 证书 

在 FAMI-QS 认证经营者完成任务后，证书将得到更新，以在证

书上反映出该模块已得到实施。 

https://fami-qs.org/feed-fraud-prevention-and-defence-module.html
https://fami-qs.org/feed-fraud-prevention-and-defence-modu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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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饲料欺诈预防和防御模块要求申请FAMI-QS认证的经营者适用FAMI-QS 6.0版认证界定的范围。认证机构应特别关注第

6.1.2和7.1.2节所界定的饲料欺诈预防和防御范围的具体要求。由于该主题的性质，FAMI-QS认证企业应在其持续改进

行动的框架内，每年审查其当前评估的适用性。年度审查并不意味着需要更新评估。 

 
 
审核持续时间 

为初步评估 FAMI-QS饲料欺诈预防和防御模块的实施情况，认证机构应在已经分配的审核时间基础上（至少）额外分

配 0.5个工作日。对于后续的监督审核，将由认证机构确定必要的额外审核时间。  

 

合规日期 

所有现有的 FAMI-QS 认证机构应在 2022年 9月 1日前落实该模块的实施。自 2022年 9月 2日起，所有审核工作都应

将 FAMI-QS饲料欺诈和防御模块的审核纳入其审核计划。 

 

为了解决 FAMI-QS 认证机构对饲料欺诈预防和防御方面缺乏合格咨询服务的情况，FAMI-QS 秘书处将与我们的外部合

作伙伴协调，推出一项专门针对饲料欺诈预防和防御主题的微咨询服务。 

该项服务将为寻求微咨询服务的会员提供机会，以获得量身定制的支持，特别是对具体问题提供答复。例如，该服务

将允许您提交审查请求，并获得关于贵公司的脆弱性和威胁评估或供应商反欺诈评估的咨询服务。  

微咨询服务的费用为 800 欧元，您最多可以提交 5 个问题。该服务将以中文、英文、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提供。 

如果您对这项服务感兴趣，可以通过以下链接注册： 在此注册 

 

IAF CertSearch 是一个在线数据库（iafcertsearch.org），包含了世界上最大和最新的认可管理体系证书。它允许用户实

时对来自任何国家、任何语言的经认可的单个管理体系认证进行验证。数据库所采用的技术确保数据安全和保护，保

障了信息的安全。 

对于一些无法进行饲料认证的原材料，经 FAMI-QS认证的饲料企业经营者完全依

靠 ISO 认可的认证。即使在可行的情况下，对这些证书有效性的核实可能也需要

相当多的人力和时间。IAF CertSearch 数据库将允许您在几秒内验证 ISO 证书的有

效性。 

IAF 提议改变 IAF CertSearch 的运作方式，包括提议鼓励和要求认证机构将证书信息上传到数据库，目前由认证机构自

愿进行上传。这些变革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可持续的财务模式，并解决数据缺口问题。 

微咨询服务 

国际认可论坛（IAF）数据库搜索工具 

https://www.surveymonkey.com/r/ZTM7B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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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还不能在线提供所有的 ISO 证书，因为各地区目前正在逐步上传其证书。如需上传您的 ISO 证书，请与您的

认证机构联系。 

2022 年前几个月广泛磋商的主题是对所提议的模式进行修改，预计在 2022 年 5 月 IAF 成员将对数据库原则的修改进

行最终投票。IAF一直与 FAMI-QS就拟议的修改意见保持沟通，包括在未来对接 IAF和 FAMI-QS数据库。 

访问数据库：https://www.iafcertsearch.org/ 

更多关于数据库的详细信息： https://iaf.nu/en/faq/ 

 

 

培训 开始 结束  

▪ 饲料欺诈预防和防御 14/09/2022 15/09/2022 https://teams.fami-qs.org/event-registration/176 

▪ 饲料欺诈预防和防御 18/10/2022 19/10/2022 https://teams.fami-qs.org/event-registration/177 

▪ 饲料欺诈预防和防御（中文） 14/06/2022 16/06/2022 https://teams.fami-qs.org/event-registration/178 

▪ 饲料欺诈预防和防御（中文） 12/07/2022 14/07/2022 https://teams.fami-qs.org/event-registration/179 

▪ 饲料欺诈预防和防御（中文） 06/09/2022 08/09/2022 https://teams.fami-qs.org/event-registration/175 

▪ 饲料欺诈预防和防御（西班牙语） 13/06/2022 15/06/2022 https://teams.fami-qs.org/event-registration/163 

▪ 饲料欺诈预防和防御东南亚 23/06/2022 24/06/2022 https://teams.fami-qs.org/event-registration/166 

▪ 饲料欺诈预防和防御东南亚 03/11/2022 04/11/2022 https://teams.fami-qs.org/event-registration/168 

▪ 行业指南 21/06/2022 24/06/2022 https://teams.fami-qs.org/event-registration/159 

▪ 行业指南（西班牙语） 04/05/2022 06/05/2022 https://teams.fami-qs.org/event-registration/162 

▪ 行业指南东南亚 26/09/2022 28/09/2022 https://teams.fami-qs.org/event-registration/167 

 

即将举办的活动 

 

 

FAMI-QS 支持将于 2022 年 5 月 15 日（周日）至 17 日（周二）在黄金海岸会展中心举行的 2022 年家禽信息交流会（PIX）

和澳大拉西亚饲料加工会议（AMC）。（PIX/AMC 2022） 

会议期间，FAMI-QS 将作为发言人之一，发表题目为 “保障饲料供应链的未来”的演讲。 

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pixamc.com.au/ 

https://www.iafcertsearch.org/
https://iaf.nu/en/faq/
https://teams.fami-qs.org/event-registration/176
https://teams.fami-qs.org/event-registration/177
https://teams.fami-qs.org/event-registration/178
https://teams.fami-qs.org/event-registration/179
https://teams.fami-qs.org/event-registration/175
https://teams.fami-qs.org/event-registration/163
https://teams.fami-qs.org/event-registration/166
https://teams.fami-qs.org/event-registration/168
https://teams.fami-qs.org/event-registration/159
https://teams.fami-qs.org/event-registration/162
https://teams.fami-qs.org/event-registration/167
https://pixamc.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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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23日，欧盟委员会发布（EU）2022/272号实施条例，批准酿酒酵母MUCL 39885作为狗和除断奶仔猪、母猪以外所有猪科动物的饲料

添加剂。（授权持有者：Prosol S.p.A.） 

2022年2月23日，欧盟委员会发布（EU）2022/273号实施条例，批准鼠李糖乳杆菌（Lacticaseibacillus rhamnosus）IMI 507023、戊糖片球菌（

Pediococcus pentosaceus）IMI 507024、戊糖片球菌IMI 507025、植物乳杆菌（Lactiplantibacillus plantarum）IMI 507026、植物乳杆菌IMI 507027和

植物乳杆菌IMI 507028作为所有动物的青贮饲料添加剂。 

2022年2月25日，欧盟委员会发布（EU）2022/320号实施条例，批准甜橙精油（mandarin essential oil）作为家禽、猪、反刍动物、马、兔和鲑

鱼的饲料添加剂。 

2022年3月1日，欧盟委员会发布（EU）2022/347号实施条例，批准小白果精油（petitgrain bigarade essential oil）作为某些动物的饲料添加剂。 

2022年3月7日，欧盟委员会发布（EU）2022/385号实施条例，更正了关于批准从北艾（Artemisia vulgaris L.）（艾蒿酊mugwort tincture）中提取

的酊剂作为所有动物的饲料添加剂的（EU）2021/421号实施条例，关于批准将从生姜（Zingiber officinale Roscoe）中提取的生姜精油（ginger 

essential oil）作为所有动物物种的饲料添加剂的（EU）2021/485号实施条例，将从生姜中提取的生姜树脂（ginger oleoresin）作为肉鸡、蛋鸡、

肉用火鸡、仔猪、育肥猪、母猪、奶牛，肉用犊牛（代乳品）、育肥牛、绵羊、山羊、马、兔、鱼和宠物以及作为马和狗的饲料添加剂的来自

生姜的生姜酊剂，以及关于批准从姜黄根茎（Curcuma longa L. rhizome）提取的姜黄提取物（turmeric extract）姜黄油（turmeric oil）、姜黄油

树脂（turmeric oleoresin）作为所有动物的饲料添加剂以及从姜黄根茎（Curcuma longa L. rhizome）提取的姜黄酊（turmeric tincture）作为马和

狗的饲料添加剂的（EU）2021/551号实施条例。 

2022年4月4日，欧盟委员会发布（EU）2022/537号实施条例，批准柠檬提取物制剂（a preparation of lemon extract）作为所有动物的饲料添加剂

。 

2022年4月4日，欧盟委员会发布（EU）2022/538号实施条例，延长苯甲酸钠（Sodium benzoate）作为断奶仔猪饲料添加剂的授权期限，并增加

其用于其他猪科断奶仔猪的新授权，并废除（EU）496/2011号实施条例（授权持有者：Taminco Finland Oy）。 

2022年4月12日，欧盟委员会发布（EU）2022/593号实施条例，批准山苍子精油（litsea berry essential oil）作为某些动物的饲料添加剂。 

 

 

Feedinfo 峰会汇集了来自全球动物营养和饲料行业的高级领袖，开放式讨论该行业并帮助塑造其未来。这一为期两天的活动将

培养一个旨在成为全球行业变革之声的群体，为与会者提供机会讨论该行业最大的挑战，并就企业的战略重点和优先事项交流

想法。 

 

For more information: https://summit.feedinfo.com/event/549  

 

 

安全的食品对于实现可持续性、安全性，尤其是良好的健康至关重要。在世界各地，政府和企业共

同承担着保障食品的巨大责任。 

For more Information: http://www.chinafoodsafety.com/  

 

欧盟立法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22/272/oj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22/272/oj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22/273/oj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22/273/oj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22/320/oj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22/320/oj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22/347/oj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22/347/oj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22/385/oj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22/385/oj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22/537/oj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22/537/oj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22/538/oj
http://data.europa.eu/eli/reg_impl/2022/538/oj
https://eur-lex.europa.eu/eli/reg_impl/2022/593/oj
https://eur-lex.europa.eu/eli/reg_impl/2022/593/oj
https://summit.feedinfo.com/event/549dbcdd-52d9-45e0-878e-a967314cc04f/summary
http://www.chinafoodsafe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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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愿景 

在特种饲料原料方面的卓越和信任  

 

 

我们的使命 

我们为饲料行业制定了全球领先的认可方案，为安全食品做出贡献。我们毫不妥协地专注于风险管理、安

全和质量，从而促进贸易。凭借我们的集体经验、知识和专长，我们积极主动地应对特种饲料原料及其混

合物的新挑战。  

 

 

主要特点 

经认可的饲料安全管理体系 突击审核 

  
包括人类健康在内的良好操作规范的专门章节 通过我们的公开清单，实现认证范围的透明度 

  
每个生产过程的HACCP支持文件 促进特种饲料原料及其混合料的全球贸易 
  
额外的强制性饲料欺诈预防和防御模块  

 

 

 

 

 

特种饲料原料及其混合料 

质量和安全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