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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工作简讯 
2013 年第 5 期（总第 10 期）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2014 年 1 月 
 

 

本期要目 
 

☆ 第一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第九次主任会议在京召开 

 ☆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理事会召开 2013 年第二次全体会议 

☆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省级）中心挂牌 

 ☆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首批分中心签约授牌 

 ☆ 京津地区食品绿色加工与安全控制协同创新中心在京成立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副溶血性弧菌检验》等 75 项国标发布 

 ☆ 裸藻等 8种新食品原料获得批准 

☆ 参加第 45 届国际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会议 

☆ 与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签署合作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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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消息 

 第一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第九次主任会议在京召开 

12 月 20 日，第一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第九次主任会议

在京召开。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审评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斌出席会议，

会议由国家卫生计生委

副主任、审评委员会常务

副主任委员陈啸宏主持。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

委员会秘书长、副秘书

长、各专业分委员会主任

委员参加会议。 

李斌充分肯定了食品安全标准工作取得的成绩，指出在食品安全标

准工作上，要始终坚持保护人民健康的理念，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广泛借鉴国际经验，始终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她鼓励社会参与

标准工作，充分发挥各方的积极性，以保证标准审查的公正性。 

会议审议通过了《辅食营养补充品》、《食品添加剂对羟基苯甲酸

甲酯钠》等 19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标准一部供稿）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理事会召开2013年第二次全体会议 

2013 年 12 月 30-31 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理事会 2013 年第二次全

体会议在京召开。理事长、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陈啸宏，副理事长、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副主任刘佩智，副理事长、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出席

并分别主持会议。 

会议审议了理事单位代表调整事项，通过了财政部和中国食品工业

协会推荐的理事人选；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食品风险评估中心 2013 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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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及 2014 年工作要点报告，2013 年预算执行与管理及 2014 年预算情

况报告；听取了 2013 年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专业分析报告。会议认

为，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制定了三年（2013～2015）发展规划，明确了“三

服务”（服务于政府风险管理、服务于公众科普宣教、服务于行业创新

发展）的指导原则，加强基础性工作，应对食品安全应急事件，保障了

监测预警、评估研判、风险交流、标准清理等年度重点工作的完成，在

食品安全技术支撑体系发挥了“国家队”作用。与会理事围绕食品风险

评估中心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广泛讨论，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此次会议还进行了专题交流。军事医学科学院谢剑炜研究员、中科

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王慧研究员分别作了“化学危害物的筛查检定、

溯源技术与食品安全”、“中科院上海生科院食品安全研究进展”专题

报告。 

食品风险评估中心理事会 21 位理事（两位理事委托代表参会）出席

会议，食品风险评估中心管理层列席会议。（资源协作办公室供稿）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省级）中心挂牌 

12 月 24 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为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疾控中心加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省级）中心”，

指定北京市疾控中心等 6家具备条件的省级疾控中心为“国家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参比实验室”。至此，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为核心的全国食品

安全风险监测体系已初具规模。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首批分中心签约授牌 

为应对热点难点食品安全技术问题，快速提升食品风险评估中心科

技力量和能力水平，实现资源互补、信息共享、协同研发，食品风险评

估中心与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建立跨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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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经食品风险评估中心 2013 年第一次理事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和

中央编办备案，成为第一批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分中心，于 2013 年食品

风险评估中心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签约授牌。 

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副理事长、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主持授牌仪式。

理事长、国家卫生计

生委副主任陈啸宏，

副理事长、国务院食

品安全办副主任刘

佩智分别为军事医

学科学院、中科院上

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授牌。中央编办事业

单位改革司副司长王伟峰、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徐卸古、中科院科技

促进局副局长段子渊及与会理事，共同见证了协议签署和授牌。两家分

中心领导表示，将按照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的建立目标，协助食品风险

评估中心完成国家食品安全技术支撑任务，为保障百姓食品安全做出贡

献。（资源协作办公室供稿） 

 
 京津地区食品绿色加工与安全控制协同创新中心在京成立 

11 月 24 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与北京工商大学、天津科技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大连工业大学、中国检验检疫

科学研究院宣布联合成立京津地区食品绿色加工与安全控制协同创新

中心，通过协同创新机制，促进农产品“从农田到餐桌”的系列重要问

题的研究和解决。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庞国芳、孙宝国出席了启动

会，并向成员单位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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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米镉健康监护对策与食源性疾病溯源技术研究》启动 

11月9-10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在湖南长沙召开卫生行业公益性科

研专项《稻米镉健康监护对策与食源性疾病溯源技术研究》启动会，来

自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四川大学及北京、上海、河南、江

苏、广东、湖南、江西共7个省级疾控中心的专家参加了会议。项目负

责人、任务单元负责人及有关专家，详细介绍了相关工作要求，分解了

相关单位工作任务，并就各项任务的落实进行了充分讨论。（理化实验

部供稿） 

 
 监测动态 

 《2014 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手册》研讨会在京召开 

 根据 2014 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需要，食品风险评估中心

于11月 25-26日在京召开了2014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手册研

讨会。会议对如何加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质量控制、提高对问题食品的

敏感性、做好风险监测手册制定等工作提出要求，并介绍了 2014 年食

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中化学污染物和微生物的监测内容，对工作手册提

出了修订意见。（风险监测与预警部供稿） 

 
  编制《2014 年全国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手册》 

10 月 28-11 月 1 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在京召开了《2014 年全国

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手册》起草研讨会。与会专家通过对手册内容的编

写、讨论和修改形成了《2014 年全国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手册》草稿。

12 月 18-21 日在杭州召开了针对该草稿的专家评审会，对工作手册中的

疑问达成了共识，确定了相关内容。工作手册的编制将有助于 2014 年

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顺利开展。（食源性疾病监测部供稿） 



6 
 

 标准进展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副溶血性弧菌检验》等 75 项国标发布 

12 月 6 日，国家卫生计生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规定，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

审查通过，发布《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副溶血性弧菌检验》（GB4789.7-2013）

等 75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标准二部供稿） 
 

 裸藻等 8 种新食品原料获得批准 

11 月 26 日，国家卫生计生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和《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批准裸藻、1,6-二磷

酸果糖三钠盐、丹凤牡丹花、狭基线纹香茶菜、长柄扁桃油、光皮梾木

果油、青钱柳叶、低聚甘露糖为新食品原料。 
 

 《不同地区孕妇膳食、强化食品和营养素补充剂专项调查研究》结题 

11 月 22 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的专项调

查《不同地区孕妇膳食、强化食品和营养素补充剂专项调查研究》结题

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北京

儿研所等单位的专家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了课题主要结果汇报，认为

本次专项调查圆满完成了既定目标，为我国膳食补充剂以及营养强化剂

等标准制修订提供了有力的参考和数据，希望课题组继续开展相关研

究，关注我国特殊人群营养工作。（标准三部供稿） 

 

 评估动态 
 食品化学危害暴露组与毒理学测试新技术在我国的实践应用 

传统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依赖于确定性模型技术，现有毒理学测试存

在由动物外推到人的缺陷，现有膳食暴露没有实现个体化暴露组的评

估。最近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重点实验室的一项研究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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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21 世纪毒理学测试新技术(TT21C)和暴露科学的新动向，为中国食品

安全风险评估中转化毒理学和暴露组学平台的建设提出了中国技术路

线图。该研究在中国食品安全现状和环境健康研究领域现行实践基础

上，根据 21 世纪暴露科学和 TT21C 的技术发展趋势进行相关技术预测，

取得了以下技术突破: (1) 基于人源性细胞系发展替代动物试验；(2) 

发展敏感、高通量的毒性通路检测技术(qHTS)；(3) 效应终点与标志物

筛选技术；(4) 暴露组分析技术；(5) 基于剂量反应关系的计算毒理技

术(QSAR)；(6) 数据挖掘、整合与分析技术。该项研究对食品安全监管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重点实验室供稿） 

 
                                                化学危害暴露组与毒理学测试新技术中国技术路线图   

 

 从台湾“黑心油”看食品掺假 

食品风险评估中心技术总顾问陈君石院士11月 17日发表一篇名为

《从台湾‘黑心油’看食品掺假》的博文，针对与此事件类似的典型的

经济利益驱动食品掺假现象，陈君石院士认为：实现有效打击和防止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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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掺假，必须全社会参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消费者、媒体、政府部门

要各司其职。政府加强对食品掺假的监管，不能单靠仪器检测，还要重

视过程监管。过程监管要求监督员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际经

验。现在，我们的日常监督在多数情况下，还达不到这个水平，但应该

努力。他认为，打击和防止食品掺假与整个食品安全保障一样，主要应

该靠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诚信和守法，同时政府监管也很重要，这两者缺

一不可，只有社会整体团结起来打击和防止食品掺假，才能取得成功。 

 

 国际交流与合作 

 法国食品、环境和职业健康与安全署署长来访 

11 月 5 日，法国食品、环境和职业健康与安全署（ANSES）署长莫

图赫博士、法国驻华大使馆农业副参赞裴彤博士等一行 4 人访问食品风

险评估中心。党委书记侯培森会见了代表团一行，双方就两国食品安全

问题交换了意见，希望今后在风险评估与交流、数据共享、科研、能力

建设和人员互访等方面的紧密合作。（科教与国际合作处供稿） 

 
 中心专家与多国官员和专家交流食品安全情况 

11 月 6 日，由加拿大卫生部食品局、法国食品环境和职业健康与安

全署（ANSES）牵头组织的国际食品安全形势沟通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加

拿大、法国、德国、欧盟、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丹麦、印度、智利

等国家和地区的 20 余名政府官员和专家共同交流了本国或本地区的食品

安全监管体系架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最新进展，以及参与

国际食品法典标准工作的情况。食品风险评估中心技术总顾问陈君石院士

和标准一部副主任樊永祥受邀代表中国参加了会议，向与会人员介绍了中

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调整情况，并介绍了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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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开展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以及食品标准清理整合工作。会议同意

以目前参会各国代表为基础，建立一种非正式沟通机制，及时通报各自开

展的食品安全管理和相关研究工作，为开展相互间的进一步合作奠定基

础。（标准一部供稿） 

 
 邀请美国专家进行法规标准专题讲座 

11 月 15 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邀请国际特殊膳食联盟前主席 Peter 

Van Dael 博士就美国的食品法规标准进行专题讲座。Peter Van Dael 博

士对美国的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包括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各负责机构主

要职能和美国食品现代法案的修订、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的主要职能和工作模式等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

食品风险评估中心标准部业务人员与 Dael 博士就美国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工作、法规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充分的研讨和交流。（标

准三部供稿） 

 
 参加第 45 届国际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会议 

第 45 届国际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CCFH）会议于 11 月 11-15 日在

越南河内召开。本次大会审议了《肉类中人畜共患病寄生虫控制指南》、

《调味料和干香料的卫生操作规范》、《低水分食品卫生操作规范》、《新

鲜水果和蔬菜卫生操作规范》等标准草案。来自73个成员国、1个成员组

织（欧盟）及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内的 16

个国际组织的 239 位代表出席了会议。食源性疾病监测部副主任郭云昌

和标准一部刘奂辰参加了会议,并在亚洲协调会和大会中阐明了中国立

场，就低水分食品卫生操作规范等重点议题提交了评论意见，与多个成

员国、国际组织的代表进行了交流。（标准一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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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专家到我中心访问交流 

12 月 6 日，日本大冢制药株式会社海外事业推进部部长川又千春等

一行 10 人到我中心访问，双方就特殊医学用途食品在两国的法规、管

理和产品现状进行交流。标准三部韩军花研究员介绍了我中心目前开展

的工作，并特别介绍了我国即将发布的新标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通则》的情况。大冢制药株式会社佐藤则文博士就日本特殊膳食用食品

管理法规体系、分类、各类食品备案或许可程序、标签要求等进行了详

细介绍。双方就具体细节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和比较，均表示希望今后

加强食品标准和法规沟通。 

 
 与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签署合作备忘录 

12 月 11 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助理局长琳达·托尔夫森（Linda 

Tollefson）率团访问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刘金峰主任与美方代表就进

一步加强广泛合作

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双方希望以签署的

合作备忘录为基础，

在今后工作中加强

沟通与交流，逐步实

现双方在人员能力

建设、专家互访、联

合开展科研项目等

方面进行深入合作，为两国人民的健康共谋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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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群工作 

 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民主生活会 

11 月 15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领导班子召开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4位委管班子成员逐一进行个人对照检查，根据

个人工作实际，认真查摆问题，深入剖析原因，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客观、坦率、诚恳地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陈啸宏、

第四督导组组长赵书贵、第四督导组成员李林、直属机关工会副主席杨志

媛参加了专题民主生活会并进行了点评指导。（人力资源处供稿） 

 
 参观北京市反腐倡廉法制教育基地 

为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推进食品风险评估中心

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增强干部职工廉洁从政意识，不断提高拒腐防变能

力，11 月 28 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纪委组织管理层领导、中层干部及部

门助理，纪委委员、支部委员、团委委员参观了北京市反腐倡廉法制教

育基地，进行“以案明纪、反腐倡廉 ”主题廉政警示教育。（中心纪

委供稿） 

 
 召开第一次妇女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妇女工作委员会 

12 月 6 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召开了第一次妇女大会。会议听取并

审议了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报告，通过了选举办法，选举产生了第一届

妇女工作委员会。国家卫生计生委直属机关临时党委副书记、直属机关

工会常务副主席鹿文媛、副主席杨志媛出席会议，中心女职工 97 人参

加会议。至此，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党委、纪委、工会、团委、妇工委各

党群组织已全部建立，为下一步工作有序开展奠定坚实基础。（中心妇

工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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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建设 

 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组织的海洋生物中痕量元素检测比对考核 
受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邀请，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参加了 IAEA 海

洋环境实验室组织的海洋生物中痕量元素检测实验室比对考核（IAEA 

461）。食品风险评估中心科研人员应用修订完善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方法，完成了多元素测定，提交了 17 种元素定量结果。在规定检测的

14 种元素中，除锡（Sn）外，其它元素均获得了满意的评分值，甲基汞

的定量结果 Z 评分值为 0.0，处于靶心位置。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实验室

的痕量元素分析能力得到了国际同行认可，被 IAEA 邀请作为定值单位，

对牡蛎样品进行多元素定值。（理化实验部供稿） 

 举办 2014 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数据信息系统培训班 

11 月 28-29 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在京召开了 2014 年国家食品安

全风险监测数据信息系统培训班。来自全国省级疾控中心、上海市食品

药品检验所负责风险监测工作人员共 90 余人参加了培训。会议总结了

2013 年监测概况及数据上报中存在的问题，重点介绍了 2014 年食品安

全风险监测计划中化学污染物和微生物的监测内容，现场演示了 2014

年国家食品风险监测数据信息系统操作，并安排了模拟训练及答疑。（风

险监测与预警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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