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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2013年 11月 

 

本期要目 
 

☆ 借鉴国际经验  研讨食品安全 

☆ 开展系列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 成功举办第一届拔河比赛暨趣味运动会 

☆ 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建“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 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 碘营养总膳食研究表明：必须坚持食盐加碘政策 

☆ 农业部、卫生计生委发布 29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举办“食源性疾病知多少”主题开放日活动 

☆ 召开国际顾问专家委员会 2013 年全体会议 

☆ 获得保健食品注册检验机构资质 

☆ 以优异成绩通过国际质控和比对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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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会议 
 借鉴国际经验  研讨食品安全  

为加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交流和标准等技术领域的国

际交流，学习国际先进经验，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于 10 月 14 日在青岛召

开食品安全研讨会。卫生计生委副主任、中心理事会理事长陈啸宏出席

会议并讲话。他强调，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作为食品安全技术支撑体系的“国

家队”，在“从农田到餐

桌”全过程食品安全监

管的技术支撑工作中发

挥了技术“龙头”和“晶

核”作用，下一步要依据

当前食品安全新形势要

求，加强食品风险评估

中心建设，加快组建“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中心”；推进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

为龙头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体系建设；加快推进食品安全基础数据库

建设；加快开展各级疾控机构的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能力建设；加

强对地方的技术指导和培训；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 

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日本、欧盟食品

安全局的 7 位国际专家分别介绍了各国经验，并围绕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等热点话题，与参会代表进行了深入

交流。全国疾控机构从事食品安全技术支撑工作代表 150 余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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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群工作 
 开展系列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7 月 31 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 

小组工作会议。中心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各支部书记

参加会议。会议提出，中心领导及党委委员要紧密结合中心业务，带队

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调研工作，了解基层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面临的问

题，听取基层意见和建议，学习和收集基层好的经验做法。 

 8 月 2 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邀请党的十八大代表、第十二届全国人

大代表、全国敬业奉献模范、“索道医生”邓前堆同志到中心做事迹报告。

邓前堆作为一名乡村医生，几十年如一日往来于索道，冒着生命危险坚

持为村民送医送药。邓前堆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讲述了自己平凡而感人

的事迹，给中心全体党员和职工上了生动一课。 

 8 月 30 日，中心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召开了业务部门 

和技术支撑部门中层干部及职工代表座谈会。大家普遍认为，要防微杜

渐，要从制度上约束大家，树立反对“四风”的良好风气。许多职工建议：

一是采取多种方式激励青年职工开展科研工作，建议设立青年科研创新

基金;为青年职工创造到国内外科研院所学习、培训、交流机会。二是加

强与国内高校合作，鼓励高校研究生参与中心工作，缓解中心人员紧张

问题。三是加强两个工作区的沟通交流，使各部门更加紧密合作，提高

工作效率。四是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增强中心的文化建设和团队

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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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地方调研  听取基层意见 

  

8 月 6 日-10 日，赴湖北省开展食品安全      8 月 13 日-15 日，赴内蒙古自治区开展食品 

风险评估监测工作专题调研                       安全地方标准专题调研 

   

 8 月 13 日-16 日，赴甘肃省疾控中心调研        8 月 22 日，赴河北省疾控中心调研 

 

  
9 月 28 日-29 日，赴黑龙江省开展食品安全标准专题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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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7 日，中心党委召开了中心组学习交流扩大会。中心领导、 

各部门负责人、各党支部书记、团委书记以及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

公室成员 33 人参加了会议，第四督导组组长赵书贵全程参加了会议。中

心领导介绍了各自学习情况和心得体会。会议听取了教育实践活动办公

室关于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前期工作、“服务百姓食品安全行动”实施进展、

民主测评和干部互评、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知识答题以及群众意见收集情

况的汇报。重点听取了 6 个调研组赴北京、河北、甘肃等地调研的汇报，

部署了下一步工作安排。 

 为进一步加强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廉政建设，10 月 11 日，中心纪委举

办了《提高法律意识  防范采购风险》法律实务讲座。北京市大兴区人

民检察院李晓文检察官结合查办职务犯罪的典型案例，介绍了当前采购

领域职务犯罪的特点和易发多发环节，分析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职务犯

罪发生的自身原因、客观原因及其危害性，告诫在职人员要做到慎用手

中职权，远离职务犯罪。（人力资源处、纪检审计处供稿）  

 与中国人口出版社联合召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座谈会 

为贯彻落实“服务百姓食品安全行动”，促进卫生、计生直属单位的

相知相融，更好地服务卫生计生委中心工作，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与中国

人口出版社就如何加强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宣传普及等方面的全面合作

进行了深入交流。双方围绕“为民务实”中心工作达成共识，决定建立合

作关系，出版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受百姓欢迎的食品安全系列丛书，

建立“服务百姓食品安全行动”长效机制，力争将合作项目做成卫生、计

生两大领域工作融合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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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举办第一届拔河比赛暨趣味运动会 

9 月 27 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在双井办公区成功举办了第一届拔河 

比赛暨趣味运动会。经过激烈角逐，毒理实验部代表队荣获冠军，标准

部联合队荣获亚军，理化实验部代表队、微生物实验部代表队并列季军。

投靶掷准、掷飞镖、跳绳等个人趣味项目吸引众多职工参加。根据部门

参赛成绩，微生物实验部、毒理实验部、风险监测与预警部被评为本届

运动会优秀团队奖。（综合处·党办供稿） 

 

 综合消息 
 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建“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为共同推进以食品安全综合治理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提升学科、

人才和科研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9 月 22 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与中国人

民大学签署了《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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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陈雨露为食品风险评估中心技术总顾问陈君石院士，颁发“食

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名誉主任聘书。 

根据协议，双方将致力从法律、技术和标准等方面为食品安全治理

提供更好的科技保障和人力支持、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水平，为各级政府、

相关行业组织、国内外科研机

构和企业等在食品安全政策和

关键技术领域提供客观、科学、

有国际视野且可应用、可操作

的咨询服务和解决方案，构建

系统、先进的食品安全治理国

家智库、食品安全治理交流平

台和国际合作窗口。（综合处·党办供稿） 

 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为适应新时期国家对于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与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

特殊需要，促进学界与业界、理论与实践结合，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于 9

月 24 日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充分

利用各自的专业影响力，为联合开展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研究、建设食品

安全风险交流学科、培养食品安全领域的新闻传播人才而努力。根据协

议，中心将作为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实习基地，新闻与传播学院也将作

为中心培训基地。中心主任刘金峰、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共同为基地揭

牌。（风险交流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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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碘营养总膳食研究表明：必须坚持食盐加碘政策 

甲状腺疾病与碘盐的关系一直是公众十分关心的话题，有关碘营养

过量、停止食盐加碘的呼声不断。尤其在 2005 年，世界卫生组织根据

我国儿童尿碘中位数（Urinary Iodine Excretion，UIE）的监测结果，将

中国描述为“超过适宜量”。此后沿海地区的两会代表以及媒体密切关

注，某些沿海城市已经非正式地允许销售以前需要医生处方才能买到

非碘盐，并且呼吁放开非碘盐的销售。在这一背景下，食品风险评估

中心重点实验室采用总膳食研究方法，开展了中国居民以及沿海地区

居民的膳食碘摄入量的研究。9 月 5 日中心公布了该项研究结果，研究

表明我国依然存在碘缺乏病的风险，必须坚持食盐加碘政策。该研究

报告已经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采纳，并在美国《营养》

杂志（《Nutrition》）全文发表。 

 中心研究人员在《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 

分析我国食品安全 

8 月 30 日，英国《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杂志》（《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发表了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吴永宁研究员和陈艳

研究员合作撰写的题为“中国食品安全”（“Food Safety in China”）的评

论文章，对我国的食品安全进行了深入分析。 

该文指出，来自环境恶化、世界范围食源性疾病暴发等全球面临的

共同问题和中国特定社会发展阶段表现出来的食品安全问题，共同构成

了中国食品安全的主题。与发达国家主要食品安全问题形成对照，中国

频繁处理的食源性疾病事件，不是因为微生物或环境污染物，而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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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使用杀虫剂、兽药以及掺假材料。尽管目前中国的主要问题在于食

品安全法规执行不力，但是同其他国家一样，最大的食品安全问题仍然是

主要表现为急性胃肠炎的食源性疾病。未来中国需要建设食源性疾病主动

监测与溯源系统，增强应对类似于德国出血性大肠埃希菌 O104：H4 感染

事件的能力。同时建议，建立监测环境中抗生素耐药基因的全球项目，以

说明公众健康潜在风险的程度。 

 监测动态 
 召开《2014 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讨论稿）》研讨会 

根据 2014 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制定的工作安排，食品风

险评估中心于 8 月 28 日-29 日在北京召开了《2014 年国家食品安全风

险监测计划（讨论稿）》研讨会。卫生计生委、工信部、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粮食局、中国疾控中心、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国家食品质量安全

监督检验中心等部门的领导和专家近 40 人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 2014 年食品污染物和有害因素、放射性污染和食源性

疾病监测计划的制定过程和思路汇报。与会专家重点针对食品污染物和

有害因素展开讨论。会议对监测的形式、采样方案设计、食品品种和监

测项目等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标准进展 
 农业部、卫生计生委发布 29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牛奶中左旋咪唑残留

量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等 29 项标准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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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审定通过。9 月 16 日农业部、卫生计生委批准发布该 29 项标准为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并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酱油》等 8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意见征求工作顺利完成 

《酱油》等 8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上网征求意见已

于 8 月 30 日完成。此次意见征求收到了来自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

对这 8 项标准的标准文本以及标准编制说明提出的共计 151 条意见。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已经完成了意见整理与统计，联系标

准起草人对意见进行处理，并将择期召开会议讨论有关意见处理情况。

（标准二部供稿） 

 风险交流 
 举办“食源性疾病知多少”主题开放日活动 

为深入、全面地向公众普及食源性疾病相关知识，食品风险评估中

心于 8 月 9 日举办了“食源性疾病知多少”主题开放日活动。重点实验

室和食源性疾病监测部专家介绍了我国目前急性胃肠炎和食源性疾病

危害状况，结合“WHO 食品安全五大要点”，对食源性疾病的概念、

预防和目前我国的监测情况进行了概要介绍。本次开放日活动有各领域

公众近 80 人参加。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北京电视台、北京晚报、北

京青年报等主流媒体报道了活动相关信息，各大网络媒体均对此次活动

进行了转载报道。  

 开展“食品安全进社区”活动 

为广泛、深入地向公众普及食品安全知识，9 月 13 日食品风险评

估中心专家深入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街道罗庄东里社区，开展“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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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进社区”科普知识宣传活动。专家结合常见的消费者认识误区，从

安全性、必要性等方面讲解了食品添加剂的相关知识，回答并消除了社

区居民对“味精有毒”、“可乐致癌”等问题的疑惑；从讲解中国居民平衡

膳食宝塔入手，对社区居民就如何合理搭配膳食、如何通过查看营养标

签正确选择食品等方面进行了指导。 

 开展“食品安全校园行”活动 

为拓宽食品安全知识普及渠道，9 月 24 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与北

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开展了“食品安全校园行”暨第九期食品安

全开放日活动。中心副主任严卫星研究员为新闻与传播学院 100 余名师

生做了题为“食品安全：认知与应对”的科普讲座。讲座通过解读食品安

全热点事件，介绍了食品安全的主要问题、产生原因和应对措施，普及

了食品安全标准、监测、评估和风险交流专业知识。 

 国际交流与合作 
 国际特殊膳食食品企业联盟专家讲授欧盟食品法规 

为增强国际交流、提升工作水平，8 月 5 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邀请

国际特殊膳食食品企业联盟 (International Special Dietary Foods 

Industries，ISDI)的 Myriam Garcia 女士，就欧盟食品法规进行专题讲座。

Garcia 女士介绍了欧盟食品立法工作进展，包括立法过程、负责机构、

目的与原则、法律类型及相关参与方的职责等，并以实例讲解了欧洲食

品安全管理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EFSA）的主要工作内

容，以及如何将评估结果运用到法规修订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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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食品安全与应用营养中心专家访问重点实验室 

8 月 28 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食品安全与应用营养中

心食品防护与应急协调组 Ryan Newkirk 博士、FDA 驻华办公室 Gory 

Bryant 和王莉霞博士访问中心重点实验室。中心首席专家、重点实验室

主任吴永宁研究员作为美国药典委员会食品化学法典（USP FCC）食品

原料人为掺假专家组（Food Ingredient Intentional Adulteration Expert 

Panel）成员，就中心与美国 FDA 在经济利益驱动掺假方面的合作进行

了探讨。Ryan Newkirk 博士受邀为中心人员作了“人为掺假和经济利益

驱动掺假”的学术报告。双方就有关风险监测、模型开发、早期预警等

进行了交流。 

 美国密歇根州代表团到中心访问交流 

9 月 11 日，美国国际食品保护研究所所长 Julia E.Bradsher、密歇

根州农业及农村发展厅 Jamie Zmitko-Somers 女士等一行 7 人访问食品

风险评估中心，双方就食品安全标准和法规的相关工作进行了交流。密

歇根代表团介绍了国际食品保护研究所开展的美国食品安全法规培训，

希望在食品安全培训方面与中心加强合作。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兽药中心专家访问重点实验室 

9 月 17 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兽药中心 Merton Smith

博士和 Steve Yan 博士访问中心重点实验室，并进行了学术交流。Merton 

Smith 博士作了题为“食品安全标准和确定评估程序达成国际一致意见

存在的困难”的报告。重点实验室专家介绍了 2010 年-2011 年我国急性

胃肠炎和食源性疾病负担的评估工作，并指出急性胃肠炎患者存在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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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滥用的问题。双方深入探讨了未来抗生素耐药性检测评估的交流合作

方式，并初步商定明年共同举办一期培训工作会。 

 新西兰初级产业部代表团来访进行技术交流 

9 月 25 日-26 日，新西兰初级产业部市场准入协调副司长尼尔•麦

柯劳德先生率团访问了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就新西兰对浓缩乳清蛋白粉

的检测结果进行技术沟通。双方就新西兰乳制品生产中的微生物控制，

近期新西兰开展的有关调查工作，新西兰对于肉毒梭状芽胞杆菌分离菌

株的存在和流行性进行的科学研究，针对可能存在的厌氧致病菌问题使

用微生物指标作为乳制品安全保证的可行性，及未来在微生物风险评估

领域可能开展的合作等进行了交流。（微生物实验部供稿） 

 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代表团访问中心 

10 月 11 日，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食品基准课课长黄仁均率 7 人代

表团到中心交流访问，双方就

中韩食品安全标准相关工作

进行了座谈。韩方对我国酱腌

菜标准工作进展高度关注，希

望今后进行更深入交流。卫生

计生委国合司亚太处、食品司

标准管理处，江苏省疾控中心

等单位人员参加了座谈。（标

准二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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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国际顾问专家委员会 2013 年全体会议 

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国际顾问专家委员会 2013 年全体会议 10 月 15

日-17 日在青岛召开。中心主任刘金峰向委员会介绍了中心一年来在风

险评估、风险监测与预警、食品安全标准、风险交流等方面的工作情况，

以及中心基础设施建设和能力建设方面的进展与规划。中心国际顾问专

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美国

马里兰大学孟江洪教授代

表委员会总结了一年来国

际顾问专家参与中心科技

咨询、能力建设、信息交

流等工作的情况。7 位外国

专家和中心专业技术人员

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交流，并对中心发展提出许多意见和建议。刘金峰表

示，委员会在白酒塑化剂、马肉风波等事件中提供了重要的科学建议，

对中心各项业务工作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下一步，希望国际顾问能从

战略高度为中心建设和发展继续出谋划策，尤其是在能力建设方面发挥

更加积极的作用。 

 能力建设 
 获得保健食品注册检验机构资质 

8 月 5 日，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公布了食品风险评估中心等 22 家保

健食品注册检验机构。自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将按

照有关规定开展国产和进口保健食品注册检验、复核检验工作，并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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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报告，为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相关监管部门及企业提供保健食品检

验技术支持。 

 以优异成绩通过国际质控和比对考核 

 为综合评价实验室对产志贺毒素大肠埃希氏菌的检测能力，提高整

体检测水平，增进与国际相关组织的技术交流，微生物实验部于 2013

年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全球食源性感染网络[WHO Global Foodborne 

Infections Network (WHO GFN) ]委托欧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的“第

四次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VTEC）分型外部质量保证考核”（4th Ex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EQA-4) Scheme for Typing of VTEC in 2012-2013）

项目。在组织方提供的 15 株盲样菌株包括血清分型、表型分型、基因

分型等 14 项共计 210 个指标考核中，微生物实验部有 12 个项目的考核

结果远高于 GFN 成员国的平均成绩（其中 10 个项目共计 150 个指标全

部正确），另 2 项考核结果正确率分别为 80%和 87%。  

 为提高理化检验技术能力，理化实验部 2013 年首次报名参加了欧盟

农药残留参比实验室组织的蔬菜、水果中农药多残留的定性(EUPT 

-FV-SM05)和定量(EUPT-FV-15)能力验证考核。本轮考核要求完成土豆中

非定向农药残留的定性检查和 175 种农药残留的定量分析。理化实验部

在接受样品后 72 小时内，从样品中定性检出了 16 种残留农药，提交的

筛查结果准确，未出现假阳性。在定量考核中，提交了筛查到 18 种残

留农药定量结果。在参加考核的 177 个实验室中，理化实验部提交的定

量结果的 Z 评分值范围为-1.00—1.24，均获得了满意的评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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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土豆农药残留考核展现的能力，理化实验部受邀参加了 2013 年

欧盟农药残留参比实验室组织的茶叶中农药多残留的定量考核(EUPT 

-T01)。与蔬菜、水果相比，茶叶的基质复杂，对完成考核任务提出了挑

战。理化实验部最终提交了含量大于 0.1 mg/kg 的农药残留 13 种，小于

0.1 mg/kg 农药残留 5 种，所提交的检测结果准确，未出现假阳性结果。 

 在挪威公共卫生研究所组织的第 14 次食品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含量

分析国际比对研究中，理化实验部完成了未知浓度溶液、鸡肉、蟹肉和

鸡蛋中全部考核物质测定，提交了二恶英、多氯联苯、多溴联苯醚和六

溴环十二烷共 46 个化合物检测结果，Z 评分范围在-0.28—0.81 之间，在

全球 120 个参试实验室中成绩优异。（微生物实验部、理化实验部供稿） 

 首届省级食品安全标准骨干培训班在兰州举办 

为贯彻落实《卫生计生委关于加强食品安全标准工作的指导意见》，

由卫生计生委食品司主办、食品风险评估中心承办的首届省级食品安全

标准骨干培训班于 10 月 21 日-25 日在兰州市举办，全国 31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 150 余名从事食品安全标准工作的学员参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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