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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通则》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并参照

《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

法》申请材料项目与要求，对婴幼儿配

方乳粉的标签标识开展规范和监督检查

工作。并要求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

要对照法律法规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对本企业的婴幼儿配方乳粉标签标识开

展自查，主要包括产品名称、原辅料来

源、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标示内容、

含量声称、功能声称、标签中存在的夸

大/误导或未经证实的其他方面问题等7

个方面。

经过为期一年的规范和监督检查工

作，在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自查自

乳品世界

婴幼儿配方乳粉标签标识规范检查结果公布
一年中，各级食药监部门共检查生产企业126家次、经营单位21.1万家

次，立案查处253起标签标识不规范问题

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标签标识规范

yes no

标签标注内容应包括产品信

息、企业信息、使用信息、贮存条

件、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及法律法规

或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需要标明

或可以标明的其他事项或信息。 

主要展示版面应标注产品名

称、规格（净含量）、注册号，也

可标注已注册商标。

商品名称应真实、准确，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的规定。

商品名称应符合《申请材料项

目与要求》相关规定，可以是注册

商标或非注册商标。

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方面，其

标注方式应按照GB 13432—2013及

其他有关要求进行标示。

含量声称和功能声称要严格按

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用语标注。

企业如果标注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规定外的含量声称和功能声称，则需

要经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后方可

标注。

可选择标注内容包括：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允许的含量声称和功

能声称，但应以文字形式标识在非

主要展示版面；获得认证项目，可

以文字或认证标识标注在非主要展

示版面；用于产品追溯、提醒或警

示、产品售后服务的信息。

商品名称利用字号大小或色差误导消

费者。

商品名称标注包含：

虚假、夸大、违反科学原则或者绝对化

的词语，如“金装”“超级”“升级”等；

涉及预防、治疗、保健功能的词语，

如“益眠”“强体”等；

明示或者暗示具有益智、增加抵抗力

或者免疫力、保护肠道等功能性表述，如

“益智”“益生菌”等；

庸俗或者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词语，

如“贵族”等；

人体组织器官等词语，如“心护”等；

其他误导消费者的词语，如使用谐音

字或形似字足以造成消费者误解的，如“亲

体”、“母爱”、“仿生”等；

使用“人乳化”“母乳化”或近似术

语表达；

含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以外的其

他功能声称。

原辅料来源方面，使用“进口奶

源”“源自国外牧场”“生态牧场”等模糊

信息；

含量声称方面，对按照食品安全标准

不应在产品配方中含有的物质，以“零添

加”“不含有”等字样强调；

注册商标不符合《申请材料项目与要

求》商品名称规定的，不得作为商品名称使

用，不得与产品名称连用，但可标注在主要

展示版面的边角。

1. 1.

2.

2.

3.

3.

4.

4.

5.

5.

6.

7.

本刊讯	（记者王海琳）婴幼儿配

方乳粉提供的信息内容，既是企业对产

品质量的一种明示担保，也是消费者选

购乳品的重要依据之一。2017年12月15

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了为期一年开

展的婴幼儿配方乳粉标签标识规范检查

结果，该结果令人有喜有忧。

婴幼儿配方乳粉标签标识规范检查

工作，开始于2016年12月，是为规范婴

幼儿配方乳粉标签标识，落实《婴幼儿

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有关

规定，以及更好地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而部署开展的。

2016年12月，食药监总局在官网发

布了《关于开展婴幼儿配方乳粉标签标

识规范和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要求

各地按照《食品安全法》、《乳品质量

安全监督管理条例》、《食品标识管理

规定》、《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

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GB	 7718—

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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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新添275个配方
截至2017年12月30日，又有2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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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六批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目录信息（2017年11月30日）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有效期至

1 诺帝柏欧 爱达力优系列	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131 2022年11月29日

2 诺帝柏欧 爱达力优系列	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132 2022年11月29日

3 诺帝柏欧 爱达力爱系列	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133 2022年11月29日

4 诺帝柏欧 爱达力爱系列	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134 2022年11月29日

5 乐天帕斯特工厂 蔚滋慕	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135 2022年11月29日

6 乐天帕斯特工厂 蔚滋慕	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136 2022年11月29日

7 凯爱瑞配料（爱尔兰）有限公司 贝因美红爱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137 2022年11月29日

8 凯爱瑞配料（爱尔兰）有限公司 贝因美红爱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138 2022年11月29日

9 凯爱瑞配料（爱尔兰）有限公司 贝因美红爱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139 2022年11月29日

10 新西兰新牛奶有限责任公司 纽奶乐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140 2022年11月29日

11 新西兰新牛奶有限责任公司 纽奶乐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141 2022年11月29日

12 新西兰新牛奶有限责任公司 纽奶乐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142 2022年11月29日

13 西安安诺乳业有限公司 小帅羊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548 2022年11月29日

14 西安安诺乳业有限公司 小帅羊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549 2022年11月29日

15 西安安诺乳业有限公司 小帅羊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550 2022年11月29日

16 黑龙江鞍达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纽希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551 2022年11月29日

17 黑龙江鞍达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鞍达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552 2022年11月29日

18 黑龙江鞍达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鞍达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553 2022年11月29日

19 杨凌圣妃乳业有限公司 好多羊婴儿配方羊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554 2022年11月29日

20 杨凌圣妃乳业有限公司 好多羊较大婴儿配方羊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555 2022年11月29日

21 杨凌圣妃乳业有限公司 好多羊幼儿配方羊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556 2022年11月29日

22 杨凌圣妃乳业有限公司 乐立滋婴儿配方羊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557 2022年11月29日

23 杨凌圣妃乳业有限公司 乐立滋较大婴儿配方羊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558 2022年11月29日

24 杨凌圣妃乳业有限公司 乐立滋	幼儿配方羊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559 2022年11月29日

25 旗帜婴儿乳品股份有限公司 旗帜益佳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560 2022年11月29日

26 旗帜婴儿乳品股份有限公司 旗帜益佳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561 2022年11月29日

27 旗帜婴儿乳品股份有限公司 旗帜益佳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562 2022年11月29日

28 西安宏兴乳业有限公司 欧莉莎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563 2022年11月29日

29 西安宏兴乳业有限公司 欧莉莎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564 2022年11月29日

30 西安宏兴乳业有限公司 欧莉莎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565 2022年11月29日

31 西安宏兴乳业有限公司 蓓萌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566 2022年11月29日

32 西安宏兴乳业有限公司 蓓萌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567 2022年11月29日

33 西安宏兴乳业有限公司 蓓萌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568 2022年11月29日

34 湖北咸宁向阳湖兴兴奶业有限公司 向阳湖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569 2022年11月29日

35 湖北咸宁向阳湖兴兴奶业有限公司 向阳湖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570 2022年11月29日

36 黑龙江省光明松鹤乳品有限责任公司 光明牧场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571 2022年11月29日

37 黑龙江省光明松鹤乳品有限责任公司 光明牧场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572 2022年11月29日

38 黑龙江省光明松鹤乳品有限责任公司 光明牧场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573 2022年11月29日

39 黑龙江鞍达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鞍达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574 2022年11月29日

40 西安银桥贝多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贝多瑞婴儿配方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575 2022年11月29日

41 西安银桥贝多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贝多瑞较大婴儿配方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576 2022年11月29日

42 西安银桥贝多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贝多瑞幼儿配方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577 2022年11月29日

纠的基础上，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共

检查生产企业126家次、经营单位21.1

万家次。检查发现的问题主要有：部分

产品名称含有“金装”、“金牌”等字

样，部分标签标注的原辅料来源使用了

“全进口奶源”、“源自天然牧场”、

“生态牧场”等模糊信息，部分企业用

“零添加”、“不添加香精香料”等字

样强调含量声称，个别企业明示或者暗

示产品具有益智、增加抵抗力或者免疫

力、保护肠道等功能。

针对发现的问题，各级食药监部门

立案查处253起，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5604余份。同时，食药监总局按照配方

注册有关规定，对提交的配方注册申请

标签样稿进行了严格审核。

据悉，婴幼儿乳粉配方注册管理过

渡期已于2017年12月31日结束，过渡期

结束后，企业不得生产标签标识不符合

配方注册要求的婴幼儿配方乳粉。食药

监总局表示，如发现2018年1月1日之日

起生产的婴幼儿配方乳粉标签标识不符

合配方注册要求，要依法严肃处理，并

及时向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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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批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目录信息（2017年12月5日）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有效期至

1 湖北咸宁向阳湖兴兴奶业有限公司 向阳湖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578 2022年12月4日

2 维爱佳澳洲乳业有限公司 安宝乐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143 2022年12月4日

3 维爱佳澳洲乳业有限公司 安宝乐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144 2022年12月4日

4 维爱佳澳洲乳业有限公司 安宝乐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145 2022年12月4日

5 维爱佳澳洲乳业有限公司 维爱佳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146 2022年12月4日

6 维爱佳澳洲乳业有限公司 维爱佳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147 2022年12月4日

7 维爱佳澳洲乳业有限公司 维爱佳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148 2022年12月4日

8 陕西和氏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和氏宝贝婴儿配方羊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579 2022年12月4日

9 陕西和氏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和氏宝贝较大婴儿配方羊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580 2022年12月4日

10 陕西和氏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和氏宝贝幼儿配方羊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581 2022年12月4日

11 南阳世宗工厂 喜安智礼悦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149 2022年12月4日

12 南阳世宗工厂 喜安智礼悦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150 2022年12月4日

13 南阳世宗工厂 喜安智礼悦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151 2022年12月4日

14 大庆市绿叶乳品有限公司 如恩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582 2022年12月4日

15 大庆市绿叶乳品有限公司 如恩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583 2022年12月4日

16 大庆市绿叶乳品有限公司 如恩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584 2022年12月4日

17 大庆市绿叶乳品有限公司 乐程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585 2022年12月4日

18 大庆市绿叶乳品有限公司 乐程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586 2022年12月4日

19 大庆市绿叶乳品有限公司 乐程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587 2022年12月4日

20 西安宏兴乳业有限公司 欧乐仕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588 2022年12月4日

21 西安宏兴乳业有限公司 欧乐仕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589 2022年12月4日

22 西安宏兴乳业有限公司 欧乐仕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590 2022年12月4日

23 每日乳业平泽工厂 喜安智恒悦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152 2022年12月4日

24 每日乳业平泽工厂 喜安智恒悦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153 2022年12月4日

25 每日乳业平泽工厂 喜安智恒悦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154 2022年12月4日

26 中宁县黄河乳制品有限公司 英贝儿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592 2022年12月4日

27 中宁县黄河乳制品有限公司 英贝儿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591 2022年12月4日

28 中宁县黄河乳制品有限公司 英贝儿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593 2022年12月4日

29 每日乳业平泽工厂 爱思诺名作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155 2022年12月4日

30 每日乳业平泽工厂 爱思诺名作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156 2022年12月4日

31 每日乳业平泽工厂 爱思诺名作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157 2022年12月4日

32 Lypack	Leeuwarden	B.V. 悠蓝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158 2022年12月4日

33 Lypack	Leeuwarden	B.V. 悠蓝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159 2022年12月4日

34 Lypack	Leeuwarden	B.V. 悠蓝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160 2022年12月4日

35 河北三元食品有限公司 恩贝益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594 2022年12月4日

36 河北三元食品有限公司 恩贝益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595 2022年12月4日

37 河北三元食品有限公司 恩贝益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596 2022年12月4日

38 河北三元食品有限公司 爱欣宝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597 2022年12月4日

39 河北三元食品有限公司 爱欣宝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598 2022年12月4日

40 河北三元食品有限公司 爱欣宝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599 2022年12月4日

第二十八批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目录信息（2017年12月7日）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有效期至

1 西安安诺乳业有限公司 羚滋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00 2022年12月6日

2 西安安诺乳业有限公司 羚滋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01 2022年12月6日

3 西安安诺乳业有限公司 羚滋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02 2022年12月6日

4 西安安诺乳业有限公司 欧歌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03 2022年12月6日

5 西安安诺乳业有限公司 欧歌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04 2022年12月6日

6 西安安诺乳业有限公司 欧歌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05 2022年12月6日

7 西安百跃羊乳集团有限公司 百跃谱恩婴儿配方羊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06 2022年12月6日

8 西安百跃羊乳集团有限公司 百跃谱恩较大婴儿配方羊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07 2022年12月6日

9 西安百跃羊乳集团有限公司 百跃谱恩幼儿配方羊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08 2022年12月6日

10 西安百跃羊乳集团有限公司 百跃爱丽瑞婴儿配方羊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23 2022年12月6日

11 西安百跃羊乳集团有限公司 百跃爱丽瑞较大婴儿配方羊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24 2022年12月6日

12 西安百跃羊乳集团有限公司 百跃爱丽瑞幼儿配方羊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25 2022年12月6日

13 西安百跃羊乳集团有限公司 百跃婴儿配方羊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26 2022年12月6日

14 西安百跃羊乳集团有限公司 百跃较大婴儿配方羊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27 2022年12月6日

15 西安百跃羊乳集团有限公司 百跃幼儿配方羊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28 2022年12月6日

16 西安银桥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秦俑冠佳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09 2022年12月6日

17 西安银桥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秦俑冠佳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10 2022年12月6日

18 西安银桥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秦俑冠佳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11 2022年12月6日

19 西安银桥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艾宝瑞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12 2022年12月6日

20 西安银桥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艾宝瑞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13 2022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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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批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目录信息（2017年12月7日）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有效期至

21 西安银桥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艾宝瑞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14 2022年12月6日

22 唐山三元食品有限公司 福贝瑞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29 2022年12月6日

23 唐山三元食品有限公司 福贝瑞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30 2022年12月6日

24 唐山三元食品有限公司 福贝瑞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31 2022年12月6日

25 陕西红星美羚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富羊羊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15 2022年12月6日

26 陕西红星美羚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富羊羊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16 2022年12月6日

27 陕西红星美羚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富羊羊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17 2022年12月6日

28 陕西红星美羚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德瑞兰帝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18 2022年12月6日

29 陕西红星美羚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德瑞兰帝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19 2022年12月6日

30 陕西红星美羚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德瑞兰帝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20 2022年12月6日

31 陕西红星美羚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羚恩贝贝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21 2022年12月6日

32 陕西红星美羚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羚恩贝贝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22 2022年12月6日

33 陕西红星美羚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羚恩贝贝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32 2022年12月6日

34 江西人之初乳品营养有限公司 优邦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33 2022年12月6日

35 江西人之初乳品营养有限公司 优邦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34 2022年12月6日

36 江西人之初乳品营养有限公司 优邦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35 2022年12月6日

第二十九批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目录信息（2017年12月14日）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有效期至

1 Valio	Ltd,	Lapinlahti	production	plant	 麦蔻乐芬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161 2022年12月13日

2 Canpac	International	Limited 高培臻爱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162 2022年12月13日

3 Canpac	International	Limited 高培臻爱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163 2022年12月13日

4 Canpac	International	Limited 高培臻爱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164 2022年12月13日

5 陕西金牛乳业有限公司 福羊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36 2022年12月13日

6 陕西金牛乳业有限公司 福羊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37 2022年12月13日

7 陕西金牛乳业有限公司 福羊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38 2022年12月13日

8 陕西金牛乳业有限公司 卡洛艾特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39 2022年12月13日

9 陕西金牛乳业有限公司 卡洛艾特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40 2022年12月13日

10 陕西金牛乳业有限公司 卡洛艾特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41 2022年12月13日

11 陕西金牛乳业有限公司 爱羊羊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42 2022年12月13日

12 陕西金牛乳业有限公司 爱羊羊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43 2022年12月13日

13 陕西金牛乳业有限公司 爱羊羊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44 2022年12月13日

14 Nutricia	Infant	Nutrition	Ltd	 诺优能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165 2022年12月13日

15 Nutricia	Infant	Nutrition	Ltd	 诺优能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166 2022年12月13日

16 Nutricia	Infant	Nutrition	Ltd	 诺优能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167 2022年12月13日

17 西安银桥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澳瑞佳婴儿配方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45 2022年12月13日

18 西安银桥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澳瑞佳较大婴儿配方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46 2022年12月13日

19 西安银桥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澳瑞佳幼儿配方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47 2022年12月13日

20 陕西百跃优利士乳业有限公司 金瑞优婴儿配方羊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48 2022年12月13日

21 陕西百跃优利士乳业有限公司 金瑞优较大婴儿配方羊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49 2022年12月13日

22 陕西百跃优利士乳业有限公司 金瑞优幼儿配方羊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50 2022年12月13日

23 陕西百跃优利士乳业有限公司 优能佳婴儿配方羊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51 2022年12月13日

24 陕西百跃优利士乳业有限公司 优能佳较大婴儿配方羊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52 2022年12月13日

25 陕西百跃优利士乳业有限公司 优能佳幼儿配方羊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53 2022年12月13日

26 陕西百跃优利士乳业有限公司 贝博儿婴儿配方羊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54 2022年12月13日

27 陕西百跃优利士乳业有限公司 贝博儿较大婴儿配方羊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55 2022年12月13日

28 陕西百跃优利士乳业有限公司 贝博儿幼儿配方羊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56 2022年12月13日

29 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 致粹®婴儿配方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57 2022年12月13日

30 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 致粹®较大婴儿配方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58 2022年12月13日

31 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 致粹®幼儿配方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59 2022年12月13日

32 白城龙丹乳业科技有限公司 菁恩婴儿配方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60 2022年12月13日

33 白城龙丹乳业科技有限公司 菁恩较大婴儿配方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61 2022年12月13日

34 白城龙丹乳业科技有限公司 菁恩幼儿配方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62 2022年12月13日

35 上海纽贝滋营养乳品有限公司 纽贝滋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63 2022年12月13日

36 上海纽贝滋营养乳品有限公司 纽贝滋培臻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64 2022年12月13日

第三十批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目录信息（2017年12月20日）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有效期至

1 双城雀巢有限公司 雀巢®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65 2022年12月19日

2 大洋洲乳业有限公司 培然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168 2022年12月19日

3 大洋洲乳业有限公司 培然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169 2022年12月19日

4 大洋洲乳业有限公司 培然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170 2022年12月19日

5 GMP	Dairy	Limited 诗幼乐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174 2022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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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
食品安全

第三十批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目录信息（2017年12月20日）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有效期至

6 GMP	Dairy	Limited 诗幼乐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175 2022年12月19日

7 GMP	Dairy	Limited 诗幼乐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176 2022年12月19日

8 大庆市绿叶乳品有限公司 鸣翠安旭贝儿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66 2022年12月19日

9 大庆市绿叶乳品有限公司 鸣翠安旭贝儿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67 2022年12月19日

10 大庆市绿叶乳品有限公司 鸣翠安旭贝儿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68 2022年12月19日

11 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 多美滋®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69 2022年12月19日

12 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 多美滋®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70 2022年12月19日

13 多美滋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 多美滋®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71 2022年12月19日

14 广州市美素力营养品有限公司 康素力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72 2022年12月19日

15 广州市美素力营养品有限公司 康素力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73 2022年12月19日

16 广州市美素力营养品有限公司 康素力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74 2022年12月19日

17 江西人之初乳品营养有限公司 爱嘉贝比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75 2022年12月19日

18 江西人之初乳品营养有限公司 爱嘉贝比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76 2022年12月19日

19 江西人之初乳品营养有限公司 爱嘉贝比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77 2022年12月19日

20 澳大利亚乳品工业园有限公司 珀淳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171 2022年12月19日

21 澳大利亚乳品工业园有限公司 珀淳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172 2022年12月19日

22 澳大利亚乳品工业园有限公司 珀淳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173 2022年12月19日

23 新西兰醇真乳品有限公司 普尔莱克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177 2022年12月19日

24 新西兰醇真乳品有限公司 普尔莱克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178 2022年12月19日

25 新西兰醇真乳品有限公司 普尔莱克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179 2022年12月19日

26 FrieslandCampina	Domo	B.V. 皇家美素力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180 2022年12月19日

27 FrieslandCampina	Domo	B.V. 皇家美素佳儿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181 2022年12月19日

28 FrieslandCampina	Domo	B.V. 皇家美素佳儿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182 2022年12月19日

29 美可高特羊乳有限公司 美高贝贝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78 2022年12月19日

30 美可高特羊乳有限公司 美高贝贝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79 2022年12月19日

31 美可高特羊乳有限公司 美高贝贝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80 2022年12月19日

32 百跃羊乳（合水）古象有限公司 百跃古象婴儿配方羊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81 2022年12月19日

33 百跃羊乳（合水）古象有限公司 百跃古象幼儿配方羊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82 2022年12月19日

34 每日乳业平泽工厂 每日宫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183 2022年12月19日

35 每日乳业平泽工厂 每日宫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184 2022年12月19日

36 每日乳业平泽工厂 每日宫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185 2022年12月19日

第三十一批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目录信息（2017年12月22日）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有效期至

1 北安完达山乳品有限公司 元乳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83 2022年12月21日

2 北安完达山乳品有限公司 元乳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84 2022年12月21日

3 北安完达山乳品有限公司 元乳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85 2022年12月21日

4 百跃羊乳（合水）古象有限公司 百跃古象较大婴儿配方羊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86 2022年12月21日

5 雀巢瑞士有限公司 惠氏®贝睿思TM	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186 2022年12月21日

6 南阳世宗工厂 上韵婴儿配方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187 2022年12月21日

7 南阳世宗工厂 上韵较大婴儿配方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188 2022年12月21日

8 南阳世宗工厂 上韵幼儿配方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189 2022年12月21日

9 北海贝因美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童享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87 2022年12月21日

10 北海贝因美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童享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88 2022年12月21日

11 北海贝因美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童享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89 2022年12月21日

12 黑龙江华丹乳业有限公司 华丹婴儿配方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90 2022年12月21日

13 黑龙江华丹乳业有限公司 华丹较大婴儿配方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91 2022年12月21日

14 黑龙江华丹乳业有限公司 华丹幼儿配方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92 2022年12月21日

15 黑龙江华丹乳业有限公司 欧芮雅婴儿配方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93 2022年12月21日

16 黑龙江华丹乳业有限公司 欧芮雅较大婴儿配方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94 2022年12月21日

17 黑龙江华丹乳业有限公司 欧芮雅幼儿配方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695 2022年12月21日

18 黑龙江华丹乳业有限公司 赋博婴儿配方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96 2022年12月21日

19 黑龙江华丹乳业有限公司 赋博较大婴儿配方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97 2022年12月21日

20 澳大利亚乳品工业园有限公司 澳滋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190 2022年12月21日

21 澳大利亚乳品工业园有限公司 澳滋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191 2022年12月21日

22 澳大利亚乳品工业园有限公司 澳滋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192 2022年12月21日

23 陕西欢恩宝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欢博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698 2022年12月21日

24 陕西欢恩宝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欢博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699 2022年12月21日

25 陕西欢恩宝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欢博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700 2022年12月21日

26 陕西欢恩宝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欢恩宝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701 2022年12月21日

27 陕西欢恩宝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欢恩宝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702 2022年12月21日

28 陕西欢恩宝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欢恩宝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703 2022年12月21日

29 陕西省定边县乳品实业有限公司 秦益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704 2022年12月21日

30 陕西省定边县乳品实业有限公司 秦益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705 2022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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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批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目录信息（2017年12月22日）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有效期至

31 陕西省定边县乳品实业有限公司 秦益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706 2022年12月21日

32 陕西省定边县乳品实业有限公司 秦悦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707 2022年12月21日

33 陕西省定边县乳品实业有限公司 秦悦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708 2022年12月21日

34 陕西省定边县乳品实业有限公司 秦悦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709 2022年12月21日

35 陕西省定边县乳品实业有限公司 秦乳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710 2022年12月21日

36 陕西省定边县乳品实业有限公司 秦乳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711 2022年12月21日

37 陕西省定边县乳品实业有限公司 秦乳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712 2022年12月21日

38 黑龙江宜品乳业有限公司 致臻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713 2022年12月21日

39 黑龙江宜品乳业有限公司 致臻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714 2022年12月21日

40 黑龙江宜品乳业有限公司 致臻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715 2022年12月21日

第三十二批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目录信息（2017年12月26日）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有效期至

1 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九三分公司 格致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716 2022年12月25日

2 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九三分公司 格致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717 2022年12月25日

3 黑龙江省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九三分公司 格致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718 2022年12月25日

4 黑龙江力维康优贝乳业有限公司 挚鑫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719 2022年12月25日

5 黑龙江力维康优贝乳业有限公司 挚鑫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720 2022年12月25日

6 黑龙江力维康优贝乳业有限公司 挚鑫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721 2022年12月25日

7 黑龙江鞍达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纽希婴儿配方羊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722 2022年12月25日

8 呼伦贝尔昱嘉乳业有限公司 恬乐宝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723 2022年12月25日

9 呼伦贝尔昱嘉乳业有限公司 恬乐宝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724 2022年12月25日

10 呼伦贝尔昱嘉乳业有限公司 恬乐宝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725 2022年12月25日

11 呼伦贝尔昱嘉乳业有限公司 爱西姆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726 2022年12月25日

12 呼伦贝尔昱嘉乳业有限公司 爱西姆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727 2022年12月25日

13 呼伦贝尔昱嘉乳业有限公司 爱西姆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728 2022年12月25日

14 呼伦贝尔昱嘉乳业有限公司 爱西姆贝尔小亲亲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729 2022年12月25日

15 呼伦贝尔昱嘉乳业有限公司 爱西姆贝尔小亲亲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730 2022年12月25日

16 呼伦贝尔昱嘉乳业有限公司 爱西姆贝尔小亲亲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731 2022年12月25日

17 GMP	Dairy	Limited 亲融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193 2022年12月25日

18 GMP	Dairy	Limited 亲融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194 2022年12月25日

19 GMP	Dairy	Limited 亲融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195 2022年12月25日

20 陕西欢恩宝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宝爱汇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732 2022年12月25日

21 陕西欢恩宝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宝爱汇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733 2022年12月25日

22 陕西欢恩宝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宝爱汇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734 2022年12月25日

第三十三批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目录信息（2017年12月27日）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有效期至

1 大洋洲乳业有限公司 金领冠睿护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196 2022年12月26日

2 大洋洲乳业有限公司 金领冠睿护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197 2022年12月26日

3 大洋洲乳业有限公司 金领冠睿护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198 2022年12月26日

4 欧特大药厂 依诺铂欧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199 2022年12月26日

5 欧特大药厂 依诺铂欧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200 2022年12月26日

6 欧特大药厂 依诺铂欧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201 2022年12月26日

7 杭州味全生技食品有限公司 味全美瑞儿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735 2022年12月26日

8 杭州味全生技食品有限公司 味全美瑞儿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736 2022年12月26日

9 杭州味全生技食品有限公司 味全美瑞儿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737 2022年12月26日

10 Ausnutria	Heerenveen	Pluto	B.V. 佳贝艾特®悠装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202 2022年12月26日

11 Ausnutria	Heerenveen	Pluto	B.V. 佳贝艾特®悠装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203 2022年12月26日

第三十四批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目录信息（2017年12月29日）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有效期至

1 Abbott	Manufacturing	Singapore	Private	Ltd 雅培®喜康力®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204 2022年12月28日

2 Abbott	Manufacturing	Singapore	Private	Ltd 雅培®喜康力®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205 2022年12月28日

3 Abbott	Manufacturing	Singapore	Private	Ltd 雅培®喜康力®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206 2022年12月28日

4 旗帜婴儿乳品股份有限公司 旗帜帜亲婴儿配方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741 2022年12月28日

5 旗帜婴儿乳品股份有限公司 旗帜帜亲较大婴儿配方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742 2022年12月28日

6 旗帜婴儿乳品股份有限公司 旗帜帜亲幼儿配方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743 2022年12月28日

7 Camperdown	Powder	Pty	Ltd 朵拉小羊婴儿配方羊奶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5207 2022年12月28日

8 Camperdown	Powder	Pty	Ltd 朵拉小羊较大婴儿配方羊奶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5208 2022年12月28日

9 Camperdown	Powder	Pty	Ltd 朵拉小羊幼儿配方羊奶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5209 2022年12月28日

10 百跃羊乳（合水）古象有限公司 百跃纽贝能素婴儿配方羊乳粉（0—6月龄，1段） 国食注字YP20170738 2022年12月28日

11 百跃羊乳（合水）古象有限公司 百跃纽贝能素较大婴儿配方羊乳粉（6—12月龄，2段） 国食注字YP20170739 2022年12月28日

12 百跃羊乳（合水）古象有限公司 百跃纽贝能素幼儿配方羊乳粉（12—36月龄，3段） 国食注字YP20170740 2022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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