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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新添133个配方

第十五批通过注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及产品名单（2017年10月16日）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有效期至

1 雀巢瑞士有限公司 惠氏®铂臻®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084 2022年10月15日

2 Abbott	Ireland 雅培铂优恩美力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085 2022年10月15日

3 Abbott	Ireland 雅培铂优恩美力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086 2022年10月15日

4 Abbott	Ireland 雅培铂优恩美力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087 2022年10月15日

5 明一乳业（齐齐哈尔）有限公司 启凡美佳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08 2022年10月15日

6 明一乳业（齐齐哈尔）有限公司 启凡美佳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09 2022年10月15日

7 明一乳业（富裕）有限公司 英慧儿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10 2022年10月15日

8 明一乳业（富裕）有限公司 英慧儿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11 2022年10月15日

9 明一乳业（富裕）有限公司 英慧儿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12 2022年10月15日

10 明一乳业（富裕）有限公司 美悠然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13 2022年10月15日

11 明一乳业（富裕）有限公司 美悠然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14 2022年10月15日

12 明一乳业（富裕）有限公司 美悠然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15 2022年10月15日

13 明一乳业（富裕）有限公司 优熙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16 2022年10月15日

14 明一乳业（富裕）有限公司 优熙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17 2022年10月15日

15 明一乳业（富裕）有限公司 优熙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18 2022年10月15日

16 明一乳业（齐齐哈尔）有限公司 启凡美佳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19 2022年10月15日

截至11月6日，又有133个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的配方注册申请获得国家食药监总局的批准，

后续获准注册信息还将即批即公布。

婴幼儿配方乳粉注册紧张进行中
2016年10月1日,《婴幼儿配方乳粉

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开始实施。同

年9月30日，食药监总局就婴幼儿配方乳

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过渡期有关事项发

布公告，要求自2018年1月1日起，在我

国境内生产或向我国境内出口的婴幼儿

配方乳粉应当依法取得注册证书，并在

标签和说明书中标注注册号。2018年1月

1日前，经批准在我国境内生产销售或已

向我国境内出口的婴幼儿配方乳粉，可

销售至其保质期结束。

针对我国婴幼儿配方乳粉配方过

多、过滥，配方制定随意、更换频繁等

问题，《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

管理办法》对提交注册的企业资质和生

产、检验、研发能力等提出了严格要

求。婴幼儿配方奶粉配方注册工作在

《管理办法》实施后全面启动，并于今

年进入紧锣密鼓的关键过渡期。

截至10月20日，食药监总局共正

式受理婴幼儿配方乳粉配方注册申报约

1100件，发出修改补正意见约为700件，

批准共计73家企业422个配方。其中——

国内103家婴配生产企业中90%以上

的企业已经完成至少一个系列的注册申

报；55家工厂332个配方获得批准，其中

21家工厂完成了3个系列9个配方，注册

管理平稳推进。按照目前的审批进度，

预计今年年底前将有约900个配方获得批

准，基本能满足市场供应。

向我国境内出口婴幼儿配方乳粉的

46家企业完成了至少一个系列的注册申

报，18家工厂90个配方获得批准，基本

涵盖了目前市场上在售的主流产品。据

国家认监委新公布名单，海外资质进口

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增加至83家。

从此看，还有近一半的进口生产企业尚

未提交注册申报。

第十六批通过注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及产品名单（2017年10月20日）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有效期至

1 肇州县摇篮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摇篮安冠睿婴儿配方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20 2022年10月19日

2 肇州县摇篮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摇篮安冠睿较大婴儿配方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21 2022年10月19日

3 肇州县摇篮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摇篮安冠睿幼儿配方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22 2022年10月19日

4 新西兰醇真乳品有限公司 爱恩思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088 2022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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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批通过注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及产品名单（2017年10月25日）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有效期至

1 黑龙江贝因美乳业有限公司 童臻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33 2022年10月23日

2 黑龙江贝因美乳业有限公司 童臻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34 2022年10月23日

3 黑龙江贝因美乳业有限公司 童臻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35 2022年10月23日

4 北海贝因美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恩美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36 2022年10月23日

5 北海贝因美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恩美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37 2022年10月23日

6 北海贝因美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恩美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38 2022年10月23日

7 GEO®POLAND	SP.	Z	O.O. 玛米力®婴儿配方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092 2022年10月23日

8 GEO®POLAND	SP.	Z	O.O. 玛米力®较大婴儿配方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093 2022年10月23日

9 GEO®POLAND	SP.	Z	O.O. 玛米力®幼儿配方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094 2022年10月23日

10 河北君乐宝君源乳业有限公司 恬适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39 2022年10月23日

11 河北君乐宝君源乳业有限公司 恬适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40 2022年10月23日

12 飞鹤（镇赉）乳品有限公司 精粹贝艾儿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44 2022年10月23日

13 美赞臣荷兰有限责任公司 亲舒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091 2022年10月23日

14 河北君乐宝君源乳业有限公司 恬适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41 2022年10月23日

15 陕西雅泰乳业有限公司 馨贝贝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42 2022年10月23日

16 陕西雅泰乳业有限公司 馨贝贝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43 2022年10月23日

17 陕西雅泰乳业有限公司 朵恩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45 2022年10月23日

18 陕西雅泰乳业有限公司 朵恩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46 2022年10月23日

19 陕西雅泰乳业有限公司 朵恩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47 2022年10月23日

20 淮南益益营养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美初儿婴儿配方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48 2022年10月23日

21 淮南益益营养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美初儿较大婴儿配方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49 2022年10月23日

22 淮南益益营养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美初儿幼儿配方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50 2022年10月23日

23 飞鹤（镇赉）乳品有限公司 精粹贝艾儿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51 2022年10月23日

24 哈尔滨艾倍特乳业有限公司 启质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52 2022年10月23日

25 哈尔滨艾倍特乳业有限公司 启质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53 2022年10月23日

26 哈尔滨艾倍特乳业有限公司 启质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54 2022年10月23日

第十八批通过注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及产品名单（2017年10月31日）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有效期至

1 飞鹤（龙江）乳品有限公司 精粹益加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55 2022年10月30日

2 飞鹤（龙江）乳品有限公司 精粹益加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56 2022年10月30日

3 飞鹤（龙江）乳品有限公司 精粹益加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57 2022年10月30日

4 黑龙江省农垦龙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龙贝乐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58 2022年10月30日

5 黑龙江省农垦龙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龙贝乐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59 2022年10月30日

6 黑龙江省农垦龙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龙贝乐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60 2022年10月30日

7 黑龙江托普康儿乳业有限公司 思麦尔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61 2022年10月30日

8 黑龙江托普康儿乳业有限公司 思麦尔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62 2022年10月30日

9 黑龙江托普康儿乳业有限公司 思麦尔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63 2022年10月30日

10 陕西美力源乳业有限公司 爱优素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64 2022年10月30日

11 陕西美力源乳业有限公司 爱优素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65 2022年10月30日

12 陕西美力源乳业有限公司 爱优素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66 2022年10月30日

13 陕西美力源乳业有限公司 美益源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67 2022年10月30日

14 陕西美力源乳业有限公司 美益源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68 2022年10月30日

15 陕西美力源乳业有限公司 美益源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69 2022年10月30日

16 陕西美力源乳业有限公司 美力源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70 2022年10月30日

17 陕西美力源乳业有限公司 美力源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71 2022年10月30日

18 陕西美力源乳业有限公司 美力源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72 2022年10月30日

第十六批通过注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及产品名单（2017年10月20日）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有效期至

5 新西兰醇真乳品有限公司 爱恩思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089 2022年10月19日

6 新西兰醇真乳品有限公司 爱恩思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090 2022年10月19日

7 陕西关山陇州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加爱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23 2022年10月19日

8 陕西关山陇州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加爱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24 2022年10月19日

9 陕西关山陇州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加爱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25 2022年10月19日

10 陕西雅泰乳业有限公司 珍纽倍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26 2022年10月19日

11 陕西雅泰乳业有限公司 珍纽倍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27 2022年10月19日

12 陕西雅泰乳业有限公司 珍纽倍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28 2022年10月19日

13 飞鹤（镇赉）乳品有限公司 精粹贝艾儿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29 2022年10月19日

14 飞鹤（镇赉）乳品有限公司 飞睿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30 2022年10月19日

15 飞鹤（镇赉）乳品有限公司 飞睿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31 2022年10月19日

16 飞鹤（镇赉）乳品有限公司 飞睿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32 2022年10月19日

《
消

费
指

南
》

杂
志

社
  版

权
所

有



消费指南 2017.11 25

第十九批通过注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及产品名单（2017年11月2日）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有效期至

1 飞鹤（镇赉）乳品有限公司 舒贝诺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73 2022年11月1日

2 飞鹤（镇赉）乳品有限公司 舒贝诺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74 2022年11月1日

3 飞鹤（镇赉）乳品有限公司 舒贝诺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75 2022年11月1日

4 中宁县黄河乳制品有限公司 恬恩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76 2022年11月1日

5 中宁县黄河乳制品有限公司 恬恩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77 2022年11月1日

6 中宁县黄河乳制品有限公司 恬恩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78 2022年11月1日

7 GMP	Dairy	Limited 兰佳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095 2022年11月1日

8 GMP	Dairy	Limited 兰佳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096 2022年11月1日

9 GMP	Dairy	Limited 兰佳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097 2022年11月1日

10 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双城分公司 菁润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79 2022年11月1日

11 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双城分公司 菁润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80 2022年11月1日

12 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双城分公司 菁润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81 2022年11月1日

13 新疆西牧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西悦	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82 2022年11月1日

14 新疆西牧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西悦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83 2022年11月1日

15 新疆西牧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西悦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84 2022年11月1日

16 新疆西牧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因爱宝贝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85 2022年11月1日

17 新疆西牧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西悦茗星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86 2022年11月1日

18 新疆西牧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西悦茗星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87 2022年11月1日

19 新疆西牧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西悦茗星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88 2022年11月1日

20 肯德尔营养关怀有限公司 康多蜜儿®	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098 2022年11月1日

21 肯德尔营养关怀有限公司 康多蜜儿®	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099 2022年11月1日

22 肯德尔营养关怀有限公司 康多蜜儿®	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100 2022年11月1日

23 大庆乳品厂有限责任公司 爱美乐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89 2022年11月1日

24 大庆乳品厂有限责任公司 爱美乐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90 2022年11月1日

25 大庆乳品厂有限责任公司 爱美乐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91 2022年11月1日

26 飞鹤（甘南）乳品有限公司 精粹贝迪奇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92 2022年11月1日

27 飞鹤（甘南）乳品有限公司 精粹贝迪奇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93 2022年11月1日

28 飞鹤（甘南）乳品有限公司 精粹贝迪奇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94 2022年11月1日

29 黑龙江省农垦龙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优加恩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95 2022年11月1日

30 黑龙江省农垦龙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优加恩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396 2022年11月1日

31 黑龙江省农垦龙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优加恩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97 2022年11月1日

第二十批通过注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及产品名单（2017年11月6日）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有效期至

1 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 花园婴儿配方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398 2022年11月5日

2 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 花园较大婴儿配方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399 2022年11月5日

3 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 花园幼儿配方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400 2022年11月5日

4 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 	花园童话婴儿配方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401 2022年11月5日

5 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 花园童话较大婴儿配方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402 2022年11月5日

6 新疆石河子花园乳业有限公司 花园童话幼儿配方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403 2022年11月5日

7 黑龙江农垦全乳元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全宝贝婴儿配方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404 2022年11月5日

8 黑龙江农垦全乳元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全宝贝较大婴儿配方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405 2022年11月5日

9 唐山三元食品有限公司 婴倍喜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406 2022年11月5日

10 唐山三元食品有限公司 婴倍喜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407 2022年11月5日

11 唐山三元食品有限公司 婴倍喜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408 2022年11月5日

12 黑龙江省农垦龙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菁博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409 2022年11月5日

13 黑龙江省农垦龙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菁博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410 2022年11月5日

14 黑龙江省农垦龙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菁博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411 2022年11月5日

15 辽宁辉山乳业集团（锦州）有限公司 玛瑞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412 2022年11月5日

16 辽宁辉山乳业集团（锦州）有限公司 玛瑞	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413 2022年11月5日

17 辽宁辉山乳业集团（锦州）有限公司 玛瑞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414 2022年11月5日

18 迈高乳业（青岛）有限公司 迈启乐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415 2022年11月5日

19 迈高乳业（青岛）有限公司 迈启乐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416 2022年11月5日

20 迈高乳业（青岛）有限公司 迈启乐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417 2022年11月5日

21 南阳世宗工厂 秀爱思婴儿配方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101 2022年11月5日

22 南阳世宗工厂 秀爱思较大婴儿配方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102 2022年11月5日

23 南阳世宗工厂 秀爱思幼儿配方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103 2022年11月5日

24 明一乳业（齐齐哈尔）有限公司 牧栏纯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418 2022年11月5日

25 明一乳业（齐齐哈尔）有限公司 牧栏纯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419 2022年11月5日

26 明一乳业（齐齐哈尔）有限公司 牧栏纯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420 2022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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