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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2013年5月 

 

本期要目 

 

☆ 召开第一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党委纪委 

☆ GB9685-2008荣获 2013年度“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一等奖 

☆ 召开2013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研讨会 

☆ 召开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 

☆ 应对白酒中塑化剂事件 

☆ 食品包装材料清理工作结束 

☆《2013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项目计划》正式发布 

☆ 举办“反式脂肪酸的功过是非”主题开放日活动 

☆ 第 45届国际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会议在京召开 

☆ 2013年国际食品安全论坛在京召开 

☆ 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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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群工作 
 

 召开第一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党委纪委 

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于 2013年 2月 25日召开了第一次党员大会，选举

产生了第一届党委会、第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卫生计生委直属机关

党委常务副书记姚晓曦、组织处处长王凯，中纪委驻国家卫生计生委纪检

组监察局副局长申红中出席会议。党员大会后，第一届党委会、纪律检查

委员会分别召开第一次全体会

议，选举产生了党委书记、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2013年 3月 11日，国家卫

生计生委直属机关党委批复选

举结果，同意侯培森、刘金峰、

严卫星、高玉莲、王竹天、李宁、王永挺 7 位同志为第一届党委会委员，

高玉莲、韩宏伟、朱传生、于波、刘兆平 5 位同志为第一届纪律检查委员

会委员。（综合处·党办供稿） 

 

 参加国家卫生计生委主题赛诗会获奖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食品风险评估中心组织职工于 2012

年 12月参加了国家卫生计生委直属机关主题赛诗会活动，报送 19篇参赛

作品。经评审，朱传生作品荣获一等奖;荫硕焱作品荣获二等奖;耿雪、方

海琴作品荣获三等奖；中心荣获“优秀组织奖”。（综合处·党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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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国家卫生计生委“书香‘三八’”征文活动获奖 

2013 年 3 月，食品风险评估中心组织动员女职工参加国家卫生计生委直

属机关妇工委“书香‘三八’——幸福中国·幸福女性”征文活动，报送征文

34 篇。经评审，方海琴作品荣获一等奖，耿雪、张晓璐作品荣获二等奖，马

正美等7人作品荣获三等奖；中心荣获“优秀组织奖”。（综合处·党办供稿） 

 

 综合消息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战略研究》课题启动 

2013 年 4 月 9日至 10 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在京召开《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战略研究》课题启动会暨专家咨询会。中国工程院

二局副局长阮宝君、处长张健，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庞国芳院士出

席会议。来自北京大学数学学院概率统计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信

息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同仁医院等单位的 30多位专家参加会议。 

会议由庞国芳院士介绍了《中国食品安全现状、问题及对策战略研究》

项目总框架、指导思想以及 6

个子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听

取了子课题负责人陈君石院

士关于《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

风险管理战略研究课题整体

设计和前期总体进展》的报告，

以及专题负责人的汇报。来自不同部门的相关专家、领导针对工作进展报

告进行了讨论，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信息技术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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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制双氰胺检测方法  为其可能列入“黑名单”提供检验手段 

在建立双氰胺应急检测方法的基础上，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开展了乳与

乳制品中“双氰胺”检测方法研制。为解决双氰胺检测中样品基质干扰

严重，回收率较差的问题，中心科研人员采用稳定性同位素稀释技术，

建立了乳与乳制品中双氰胺检测的超高效液相色谱-四级杆串联质谱法，

重点研究了乳粉、婴儿配方粉、液态乳、含乳饮料、黄油、奶酪等食品

基质的影响。目前研制工作已基本完成，将按要求组织实验室协同性验

证试验。（理化实验部供稿） 

 

 复检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汞含量超标 

2013年 4月 15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对甘肃省在 2013年国家食品

安全风险监测中发现的贝因美等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中汞含量超标样

品进行了复检，发现汞含量超标主要由甲基汞所致。结合超标样品的配

方组成，初步分析是原料

中使用了深海旗鱼、金枪

鱼等食鱼深海鱼，该结果

为进一步明确监管重点提

供了针对性依据。复检中，

在北京市场采集的部分问

题产品同样发现了类似问

题，在初步风险评估基础上，中心及时将情况上报了国家卫生计生委，

为妥善处理有关问题提供技术支持。（理化实验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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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中心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项目 

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开展的《不同地区孕妇

膳食、强化食品、营养素补充剂摄入状况专项调查》于 3月 26日至 27

日在南京启动。该项目旨在通过调查不同经济水平地区孕妇的各种营养

素来源及摄入状况，计算各类营养素在食品中可强化或可补充的最大及

最小量，为我国食品强化国家标准、特殊膳食类食品国家标准的修订提

供数据支持。项目预计 6月份完成全部现场调查内容。（标准三部供稿） 

 

 监测动态 

 

 召开 2013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研讨会 

由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主办，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办的 2013年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研讨会于 4 月 9 日至 10 日在重庆市召开。

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安全与卫生监督局局长苏志、副局长张志强，食品

安全监测预警处处长李泰然出席会议。30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所主管风险监测的领导，

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食源性疾病监测以及质量控制负责同志共 170余

人参加了会议。苏志局长在讲话中强调要充分认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

作的重要性，要求风险监测工作要加快适应新形势，认真贯彻落实 2013

年食品安全与卫生监督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国家监测计划和地方监测方

案要求，认真完成各项监测任务。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主任刘金峰总结了

2012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取得的主要成绩及存在的问题，对如何做

好 2013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提出了技术方面要求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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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动态 
 

 召开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 

2013 年 2 月 27 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组织召开国家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国家卫生计

生委副主任陈啸宏，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安全与卫

生监督局相关领导出席会议。 

陈啸宏副主任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专家委员会一年来的工作成效，要

求专家委员会和秘书处要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体系建设，

加快重点实验室建设和人才培养，充分发挥专家委员会在风险交流中的

影响力。 

会议听取了主任委员陈君石院士关于专家委员会2012年工作总结，

讨论了 2012 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结果、白酒中塑化剂应急评

估工作，审议了“我国零售鸡肉中沙门氏菌污染对人群健康影响的初步

定量风险评估”技术报告，初步确定 2013 年优先项目建议。（风险评

估二部供稿） 

 

 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管理规定（试行）》修订工作 

受国家卫生计生委委托，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于 2013年 3月 7日启

动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管理规定（试行）》修订工作，组织召开专家

研讨会、成立了包括政策和技术层面多领域专家在内的修订工作组。本

次修订工作对明确各级风险评估机构的职责定位，规范风险评估工作程

序，推动风险评估工作体系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风险评估二部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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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关注 
 

 应对白酒中塑化剂事件 

自白酒检出塑化剂以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组织开展了应急监测、

风险评估和临时管理措施建议等一系列工作。为制定白酒中塑化剂临

时管理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秘书处

利用现有数据对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DEHP）和邻苯二甲

酸二丁酯（DBP）进行初步风险评估，联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

会秘书处提出白酒中DEHP和DBP的临时管理措施建议，并于2013年2月

21日组织召开白酒中DEHP和DBP临时管理措施研讨会。2013年2月27日，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秘书处将相关结果和建议提请国家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并将初步风险评估报告

和白酒中塑化剂临时管理措施的建议上报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务院食

品安全办。2013年4月17日，中心与中国‐欧盟世贸项目（二期）联合

组织召开中欧食品中塑化剂风险评估研讨会。该项工作为相关部门在

白酒塑化剂事件中制定应对措施提供技术支撑。（风险评估二部供稿） 

 

 发布 H7N9禽流感病毒的食品安全预防措施 

2013年 3月 31日，国家卫生计生委通报，上海市和安徽省发现 3例

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4月 7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及时发布 H7N9禽

流感病毒的食品安全预防措施。该信息得到媒体广泛关注，中国政府网、

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中国日报网、新浪网、搜狐网等重要网站

予以转载。中心应急与监督技术部副主任计融接受了央视《消费主张》栏

目采访，介绍了 H7N9禽流感期间食品安全注意事项。（风险交流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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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地震灾区食品安全  及时发布指导性文件 

2013 年 4 月 20 日 8 时 2 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 7.0 级地

震，为保障灾区居民饮食安全，预防食源性疾病发生，食品风险评估

中心特别发布《地震灾后注意饮食安全》、《地震灾区食品安全工作关

键环节》、《地震灾后现场食品安全状况快速评估》等指导性文件。 

中心应急与监督技术部副主任计融应邀参加腾讯微博《震后灾区食

品安全怎么保障》的微访谈活动，回答了网友提问，普及震后食品安全

保障知识。（风险交流部供稿） 

 

 标准进展 

 

 食品包装材料清理工作结束 

2013 年 2 月 19 日，食品包装材料清理工作总结会暨第三批拟建议

批准的食品包装材料用添加剂名单征求意见研讨会在北京召开。食品包

装材料清理工作首次对我国食品包装材料新物质许可工作审查程序和

审查原则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实践。清理工作形成的《食品包装材料清理

工作申请资料要求》等文件为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行政许可工作提供了

参考。本次清理，对我国食品包装材料领域使用的原料进行了系统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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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对食品包装材料安全管理问题进行了探讨，为完善食品包装材料的

安全管理理清了思路。 

 

 GB9685-2008荣获 2013年度“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一等奖  

食品风险评估中心牵头起草的 GB9685-2008《食品容器、包装材料

用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获得由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颁发的 2013

年度“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一等奖，此标准为 8个一等奖中唯一一项

食品安全领域标准。 

 

 汇报食品标准清理工作进展 

2013 年 4 月 19 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食品标准清理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陈啸宏主持召开委专题会议，听取食品标准清理工作进展汇

报，并研究部署下一步食品标准清理工作。清理工作技术组组长王竹天

汇报了清理进展情况、初步结果、下一步工作计划和存在的问题。食品

标准清理工作自 2013年 1月启动至今，共计召开了 23次清理工作会议，

完成了 1812项标准的初步清理评价，已完成计划的 51.4%。会议要求各

成员单位高度重视，加强协调配合，并适时召开部门沟通会、新闻发布

会和媒体通气会等，听取意见和建议，做好清理工作的信息公开和舆情

引导工作。（标准三部供稿） 

 

 《2013 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项目计划》正式发布 

2013 年 5 月 2 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了《2013 年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项目计划》。2013年我国计划开展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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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43项，包括食品产品 1项、检验方法 3项(微生物 1项、理化 2项)、

食品添加剂 9 项、营养强化剂 26 项、营养和特殊膳食食品 2 项、生产

经营规范 2项。目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正在组织项目

承担单位签订协议书，落实计划任务。（标准一部供稿） 

 

 风险交流 
 

 举办“反式脂肪酸的功过是非”主题开放日活动 

2013年 3月 18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举办了第六期主题为“反式脂

肪酸的功过是非”的开放日活动，并发布《中国居民反式脂肪酸膳食摄

入水平及其风险评估报告》。2010 年，国内多家媒体报道“反式脂肪酸

存在很大健康风险，是餐桌上的定时炸弹”，引起业内和公众的极大震动

以及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为了科学、准确地回应公众疑问，国家食品

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将《我国居民反式脂肪酸摄入水平及其风险评

估》定为 2011年优先评估项目。

本期开放日专家就“中国人的

反式脂肪酸摄入水平有没有问

题？”、“国内外反式脂肪酸的

管理情况”向公众和记者做了

介绍和说明。专家指出，我国

大城市居民反式脂肪酸供能比仅为 0.34%，远低于 WHO的建议值（<1%），

反式脂肪酸对我国居民总体健康风险很低。本期内容受到媒体与公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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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国广播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国际在线、《新京报》、《北京晚报》、《中国食品安全报》、《健康报》等

媒体均予报道；陈君石院士微博的有关信息阅读量超过 30万次。（风险

交流部供稿） 

 

 国际交流与合作 

 

 第 45届国际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会议在京召开 

2013年 3月 18日至 22日，第 45届国际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CCFA）

会议在京举行。本次会议是我国担任国际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主持国

以来主办的第七次会议，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陈啸宏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来自 56个成员国和 1个成

员组织（欧盟）及 33个国

际组织的 260 余名代表参

加了会议。 

会议重点研究食品添

加剂法典通用标准（GSFA）、

食 品 添 加 剂 编 码 系 统

（INS）、国际粮农组织(FAO)/世界卫生组织(WHO)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

委员会（JECFA）优先评估的食品添加剂名单、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标

准等相关内容。讨论通过了 96 种添加剂的 528 项规定，并将提交第 36

届食典委大会在第 8步和第 5/8步采纳。同时会议成立了 8个电子工作

组，将在会后继续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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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对关注的 GSFA 具体

条款、含铝添加剂、食品添加剂优先评估名单、INS 标准、注释 161 适

用性等重点议题表达了中国立场，并成功地将栀子黄这一中国主要生产

使用的天然色素列入了 JECFA优先评估名单，对我国天然食用色素产业

的发展、保障食品安全和国际贸易将产生重要影响。此外，中国牵头承

担了国际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数据库的初始建设任务，该项工作对提高

中国在食品添加剂管理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促进本国食品添加剂管理具

有积极意义。（标准一部供稿）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成立 50周年研讨会在京召开 

由中国食品法典委员会主办、食品风险评估中心承办的国际食品法典

委员会成立 50周年研讨会 2013年 3 月 22 日在京举行。会议由国际食品

添加剂法典委员会主席陈君石院士主持。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安全与卫生

监督局副局长陈锐，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副局长金发忠出席会议。

中国食品法典委员会成员单位、协会、企业、媒体 10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

议。会议通过报告和交流互动，对进一步介绍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在协调

食品标准、促进国际公平贸易、保障消费者健康方面的成就，宣传我国在

法典领域的作用和地位，解读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科学性和与国际接轨的

意义和进展，推动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调动社会各界参

与安全标准和国际法典的积极性发挥重要作用。（标准一部供稿） 

 

 世界卫生组织食物链中化学危害物风险分析研讨会在京召开 

世界卫生组织食物链中化学危害物风险分析研讨会 2013年 3月 13日

至 16日在京召开。会议由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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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重点实验室和国际食品法典信托

基金协办。来自 WHO、FAO、中国（含香港）、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的

咨询专家以及亚洲 16 个国家的

食品安全领域专家出席会议。与

会代表交流和讨论了食品安全

风险分析工作的经验和体会，并

就 WHO 食品污染监测合作中心

及其全球环境监测计划/食品

污染监测与评估规划（GEMS/Food）国家参加机构的工作机制进行探讨。

（理化实验部供稿） 

 

 参加第七届污染物法典委员会会议 

2013年 4月 8日至 12日，由荷兰政府主办，俄罗斯政府承办的国

际食品污染物法典委员会（CCCF）第七届会议在俄罗斯召开。中国派出

了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质检总局、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等部门和相

关单位组成的代表团，中心首席专家吴永宁任团长。代表团牵头了“减

低大米中砷污染措施操作规范”电子工作组并提交会议讨论，此外，还

就重金属铅限量调整等重点议题提交了中国评论意见，并在会议期间与

参会的多个成员国、国际组织代表进行了交流，使有关结论与中国目前

的污染现状密切结合，维持了乳、谷物中铅的限量值，为我国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修订扩展了空间。（标准二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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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过敏和安全性评价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 

2013年 4月 15日至 16日，由国际生命科学学会（ILSI）中国办事

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ILSI 健康与环境科学学会、ILSI 国

际食品生物技术委员会联合主办，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重

点实验室承办的“食物过敏和安全性评价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160

余名来自全国科研院所及企业代表参加了会议。美国、荷兰、丹麦、瑞

士、中国香港及国内的 20 位专家做了精彩的报告，就如何建立中国食

物过敏安全评价体系，提高中国食物过敏研究，以及如何加强转基因产

品的安全性评价和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毒理实验部供稿） 

 

 2013年国际食品安全论坛在京召开 

由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和国际食品

科技联盟共同主办的 2013 年国际食品安全论坛 2013 年 4月 18 日至 19

日在京召开。来自中国、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

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

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 500 余名专家、学者和管理人员参加会议。

论坛以“食品安全风险控制与标准建设”为主题，共有 76 位知名专家

做了主题发言或专题报告。期间举办了“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

中外科学家与40余家媒体代表就食品安全热点问题和事件进行了交流。 

 

 邀请爱尔兰食品安全局局长解析“欧洲马肉事件” 

2013 年 4 月 20 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举办“欧洲马肉事件”解析

专题研讨会。爱尔兰食品安全局局长 Alan Reilly博士详细介绍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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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该事件过程、影响和后果，以及爱尔兰和欧盟相关部门的应对措施。

他指出，“欧洲马肉事件”不是食品安全问题，而是标签欺诈问题。欧

盟针对该事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地区食物链的监控。措施主要

包括：修订关于马肉经营许可的规定，加大惩罚力度；完善欧盟地区马

匹和马肉认证和追踪数据库系统，强化加工过程监管；加大成员国政府

监督检查力度，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 

 

 能力建设 
 

 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成立 

2013年 2月 26日至 28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在京召开了国家卫生计

生委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成立暨第一次会议。中心主

任刘金峰宣读了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批复及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名单，并

向主任委员陈君石院士、副主任委员江桂斌院士和委员颁发了聘书。委员

会听取了重点实验室主任吴永宁的工作汇报，原则通过了《国家卫生计生

委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管理办法》，对重点实验室总

体研究方向、考核目标和具体研究方向的设置予以肯定，建议加紧实验室

建设、加大人才引进力度。 

 

 开展 2013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化学污染物及有害因素培训 

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分别于 2013 年 2 月 27 日至 28 日、3 月 6 日至 7

日和 3月 12日至 13日在南昌、武汉和杭州举办了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

测数据上报、快速筛选分析技术和塑化剂检测技术三期培训班。来自全

国 31个省级疾控中心和有关单位，总计 180人次参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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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培训 

由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和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共同组织的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培训班于 2013年 4月 16日至 17日在京举办。来自监

管部门、行业和企业近 100 名代表参加了培训班。培训就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工作、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食品营养强化使用标准、预包装食品

营养标签通则、食品中污染物限量、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等重要基础标

准进行了宣传和讲解。（标准一部供稿） 

 

 召开食源性致病菌监测实验室质量控制考核工作研讨会 

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于 2013年 4月 22日至 24日在京召开了食源性致病

菌监测实验室质量控制考核工

作研讨会，全国 31个省级疾控

中心的 60 余名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组织了食品微生物检验质

量控制培训，就检验技术注意

事项、2010-2012年有关考核

结果与问题分析进行了讲解，

明确了 2013年微生物质量控制考核的技术要求。（微生物实验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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