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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工作简讯 
2014 年第 3 期（总第 13 期）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2014 年 10 月 

 

 

本期要目 

 

 

☆ 第一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召开第十次主任会议 

☆ 陈啸宏理事长率队开展完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专题调研 

☆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首次通过由中国牵头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 

☆ 召开国际顾问专家委员会 2014年全体会议 

☆ 参加第 37届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会议 

☆ 承办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策略研讨会 

☆ 刘佩智副理事长出席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建院十周年座谈会 

☆ 召开 2015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制定第一次研讨会 

☆ 启动中国居民膳食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暴露风险评估项目 

☆ 召开“523计划”高层次人才引进专家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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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进展 
 第一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召开第十次主任会议 

8月 12日，第一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第十次主任会议在 

北京召开。常务副主任委员，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陈啸宏出席会议并

讲话。副主任委员、食品风险评估中心技术总顾问陈君石院士主持会议。 

会议首先听取副秘书长、中心主任助理王竹天关于秘书处工作的汇报。

秘书处已经组织完成了食品标准清理工作，4月正式启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整合工作，并计划在 2015 年初步完成。会议审议了 66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送审稿，65项标准通过审议。其中包括 GB 2760《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修订稿）、《食品经营过

程卫生规范》等通用标

准，12项食品产品安全标

准，22项食品添加剂质量

规格标准（修改单），12

项理化检验方法，17项食

品安全毒理学评价程序。

会议还听取了农药残留分委员会和兽药残留分委员会的工作汇报，对农残

和兽残标准体系的构建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陈啸宏转达了主任委员、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对秘书处和各

位委员工作的感谢，希望各位委员再接再厉，圆满完成委员会的标准审

议任务。他强调，2014年要完成 50%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整合任务。（标

准一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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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啸宏理事长率队开展完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专题调研 

为调研地方食品安全标准工作开展情况,了解队伍建设现状和保障

条件需求，完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和保障机制，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食品风险评估中心理事长陈啸宏带队赴辽宁、湖北开展“完善我国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体系重点课题”调研工作。 

7月 16-17日，调研组听取了辽宁省卫生计生委关于食品安全标准等

相关工作的介绍，实地考察了辽宁省疾控中心和辽宁省卫生监督局,了解

了辽宁省在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标准管理以及宣贯培训等方面的条件配

备、工作现状、成绩和问

题，深入乳品、植物油生

产企业，就企业在标准应

用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

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听

取了企业对进一步完善

《生乳》、《食用植物油》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意见和建议。 

10 月 29-30 日，调研组分别听取了湖北省卫生计生委和宜昌市关于

食品安全标准与风险监测评估工作汇报，与湖北省疾控中心、综合监督

局和武汉市卫生计生委等负责同志座谈，与宜昌市卫生计生、财政、食

品安全办等部门、市疾控中心、综合监督执法局和食源性疾病监测哨点

医疗机构以及部分食品生产企业负责同志交流，并深入湖北省和宜昌市

疾控中心、省综合监督局，白酒、食品酵母生产企业开展实地调研。（标

准二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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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首次通过由中国牵头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 

7 月 17 日，第 37 届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会议首次通过了大

米砷限量标准，即每公斤 0.2毫克。这一标准的起草是由中国牵头的工

作组完成，食品风险评估中心首席专家吴永宁研究员任工作组组长。 

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GB 2762-2012）

中设立了稻米中无机砷限量指标，即每公斤为 0.2 毫克，并于 2010 年

向世界贸易组织的《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协定》通报。2010年，CAC食

品污染物专门委员会提出大米砷的控制问题，决定由中国牵头组成工作

组开展相关工作。工作组汇总分析了中国、日本、美国、欧盟等重要大

米生产国和地区提交的数据，参照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

物限量标准》（GB 2762-2012）中关于大米无机砷标准制定的科学基础

与执行情况，完成对预防和降低稻米砷污染的控制规范研究，并于 2014

年提出稻米中无机砷限量。精米每公斤 0.2毫克的限量获得通过，而同

步提出的糙米每公斤 0.4毫克的限量由于存在争议，仍然由以中国为组

长、日本为共同组长的工作组继续收集数据，预计将于 2015年提交。 

作为全球唯一设立稻米中无机砷限量指标（每公斤 0.2毫克）的国

家，我国首次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充分体现了我国食

品安全科技地位的提升。（重点实验室供稿） 

 开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整合及制修订项目督导 

为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2014 年标准整合及制修订工作，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邀请国家卫生计生委相关领导及整合工

作组专家组成督导组，于 8月至 9月分别赴大连、哈尔滨、广州、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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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武汉、上海等地，对国家乳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 17 家单位

承担的 69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整合和制修订项目进行了督导，协助项

目承担单位理清工作思路，就具体工作方案、标准进度等达成了一致意

见。（标准二部供稿） 

 召开生产经营规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整合项目研讨会议 

8月 14日，生产经营规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整合项目研讨会在四川 

成都召开。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工信部有关司局

负责人，四川省卫生计生委领导出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关于食品生产经营规范标准整合工作进展的汇

报，详细讨论了秘书处提交的《生产经营规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整合工

作技术要求》（讨论稿）。各承担单位交流了标准起草工作的进展和面

临的主要问题。截至目前，我国已经颁布实施了 4项食品生产经营规范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尚有 29项标准正在起草过程中，将在 2015年底陆

续起草完成。（标准一部供稿） 

 召开营养和特殊膳食食品、检验方法与规程、食品产品、生产经 

营规范分委会会议 

 7月 4-5日营养和特殊膳食食品分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就《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GB 29922-2013）的配套官方问答进

行了专门讨论。由于该标准是新发布的标准，且涉及到疾病人群的营养

问题，标准技术指标复杂，社会高度关注。为达成各方共同理解和保证

标准顺利实施，与会专家就“问答”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讨论，并建议对

部分指标进一步修改后报卫生计生委公布。该标准和配套问答将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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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有特殊营养需求的患者饮食保障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7月 10-11日检验方法与规程分委员会（毒理工作组）第十三次 

会议在云南昆明召开。会议对《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急性经

口毒性试验》、《毒物动力学试验》、《生殖发育毒性试验》、《食品安全性

毒理学评价中病理学检查技术要求》等 5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进行了审

查和讨论，5项标准全部通过审查。截止目前，26项毒理学评价程序和

试验标准已经全部通过审查，待发布实施。 

 8月 11日食品产品分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酱油》、 

《食醋》及《味精》3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由于《酱油》、《食醋》涉

及到产业管理和相关标准衔接的问题，《味精》涉及到高纯度谷氨酸钠

的管理方式问题，会议决定请有关部门尽快牵头对三项标准涉及的产品

和相关问题在更大范围内做进一步深入的沟通协调，获得充分详实的信

息后再考虑研究标准的相关问题。 

 8月 28-29日检验方法与规程分委员会（理化工作组）第十四次 

会议在黑龙江黑河召开。会议审查了《食品中还原糖的测定》等 13 项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其中《高温烹调食品中杂环胺类物质的测定》、《食

品中还原糖的测定》、《食品中己二酸、富马酸等酸度调节剂的测定》、

《食品中有机锡含量的测定》《动物源性食品中全氟辛烷磺酰基化合物

（PFOS）和全氟辛酸（PFOA）的测定》《食品中低聚果糖的测定》、《食

品中棉子糖的测定》7 项标准通过了审查；《食品中多环芳烃的测定》

标准需要按照会议意见修改后再行函审；《食品中氰化物的测定》、《食

品中聚葡萄糖的测定》、《食品中淀粉的测定》、《食品中低聚半乳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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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定》、《食品容器、包装材料模拟物中 2 2-二（4-羟基苯基）丙烷

（双酚 A）的测定》5项标准需要继续完善方法学内容后再次进行会审。 

 9月 17日生产经营规范分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在山东潍坊召开。会 

议对《食品容器、包装材料生产卫生规范》、《辐照食品生产卫生规范》

和《酱油生产卫生规范》3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进行了审查和讨论。食

品容器、包装材料生产卫生规范》通过审查，《辐照食品生产卫生规范》

和《酱油生产卫生规范》需修改后再次会审。（标准一、二、三部供稿） 

 召开特殊膳食标准课题研究及现场调查工作总结会 

为掌握我国不同地区特定人群的强化食品、配方奶粉等食品的摄入

情况，为《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GB 10767-2010）、《食品营养

强化剂使用标准》（GB 14880-2012）的修订提供依据，食品风险评估中

心开展了相关课题研究和现场调研，并于 9 月 29-30 日在广西南宁召开

工作总结会。上述调查在我国不同地区开展，涵盖大城市、中小城市、

贫困农村等地的 6-24月龄婴幼儿和孕妇，就婴幼儿配方粉的使用情况、

配方粉的营养素贡献率、孕妇奶粉的使用情况及消费者对强化食品“知、

行、信”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获得了许多有意义的数据。调查结果将为

我国相关标准修订和营养素的风险评估提供依据。（标准三部供稿） 
 

 国际交流与合作 

 召开国际顾问专家委员会 2014年全体会议 

10月 13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国际顾问专家委员会 2014年全体会

议在云南昆明召开。中心主任刘金峰向国际顾问专家委员会介绍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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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在风险评估、风险监测、食品安全标准、风险预警与交流、信息

化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进展。国际顾问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美国马里兰

大学孟江洪教授总结了一年来专家委员会参与中心科学咨询、能力建设

和培训、多边合作等方面的情况。7 位顾问专家听取了中心风险评估和

标准工作进展与规划汇

报，分别给予意见与建

议。 下一步食品风险评

估中心将创新咨询工作

模式，促进国际人才交流

与合作，进一步突出中心

工作重点和特色，提高技

术、人才、数据等资源储备，逐步建立预防为主、及时应对的工作模式。

（科教与国际合作处供稿） 

 参加第 37届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会议 

7月 14-18日，第 37届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会议在瑞士日内 

瓦举行。会议通过了 29项国际食品法典标准，批准了 18项国际食品法

典标准的新工作。通过的 29 项国际食品法典标准中，包括中国担任主

持国的国际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和国际农药残留法典委员会所提交

的上百项食品添加剂和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也包括中国作为工作组组长

牵头起草的大米中砷限量标准。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 CAC的主席和副

主席。来自瑞士的 Awilo Ochieng Pernet女士被选为大会主席,来自日

本、巴西和马里的代表分别担任大会副主席。 

会议期间，中心技术总顾问陈君石院士受邀参加了由联合国粮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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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FAO/WHO）组织召开的“转基因食品安全论坛”，并接受

了 FAO特邀媒体的专访；樊永祥研究员受邀参加了 FAO/WHO组织召开的“科

学建议推动食品安全标准工作”论坛;田静副研究员参加了国际食品法典

委员会主持国研讨会，在上述会上均介绍了中国情况，并参与了会议讨论。

陈君石院士和樊永祥研究员还参加了会前召开的国际食品法典执委会会

议，就国际食品法典战略规划执行情况、寻求国际食品法典标准制定过程

中科学建议的经费支持等议题发表意见。（标准一部供稿） 

 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第 60次例会 

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影响国际食品贸易的重要因素之一，食品安

全相关植物卫生措施的科学性、合理性是世界贸易组织卫生与植物卫生措

施（WTO/SPS）例会磋商的重点关注内容。7 月 7-11 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

的 WTO/SPS 第 60 次例会，就特别贸易关注、私营标准讨论、临时磋商程

序审议、《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第 4次审议等进了讨论。中国代表

团与美国、欧盟、日本等世贸组织成员就 SPS相关问题进行了双边磋商。

中心代表就我国巧克力标准中铜限量问题、酒的塑化剂检测问题、泡菜中

大肠菌群限量问题等介绍了当前的进展情况。（标准一部供稿）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代表团访问中心 

9 月 17 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驻华办主任高立麒博士

（Dr.Christopher Hickey）和马里兰大学食品安全和应用营养联合研究

中心（JIFSAN）主任孟江洪教授访问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中心党委书记

侯培森会见了代表团一行，双方就进一步加强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进行

了深入探讨。侯培森书记指出,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培养具有较高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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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和国际视野的人才是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发展的关键所在，希望双方

继续在培训上加强合作。美方代表表示，FDA 和 JIFSAN 将继续加强与食

品风险评估中心的合作与沟通，确保现有培训项目顺利实施，并努力在

未来开拓更多能力建设合作项目。（科教与国际合作处供稿） 

 召开中国-爱尔兰前沿分子生物学技术在食品微生物检测中应用研讨会 

     10月 20-21日，由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和爱尔兰都柏林大学联合主办，

食品风险评估中心重点实验室、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军事医学科学院分中

心和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分中心联合承办的“前沿分子生物学技

术在食品微生物检测中应用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得到北京市

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来自爱尔兰都柏林大学、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及两个

分中心、各省疾控中心的 70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就食源性致病细菌

和病毒检测领域存在的技

术瓶颈、可能的解决方案、

未来的发展方向、工业与

研究机构的科研合作模式

等进行深入的交流。（微生

物实验部供稿） 

 

 综合消息 

 承办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策略研讨会 

10月 14日，由国务院食安委专家委员会秘书处主办，食品风险评估 

中心承办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策略研讨会在云南昆明召开。国务院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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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佩智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国内外 9位专家

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策略报告，围绕风险识别与防控、以问题或可疑

食品为导向的风险评估、突发事件的风险溯源、建立适于风险管理的食品

分类体系、风险交流与危机应对等问题展开了交流，并达成共识。 

刘佩智在讲话中强调，科学应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是我国政府部门迫

切需要提升的一项重要能力。要深入研究食品安全风险问题，探索食品安

全风险协同治理机制，

建立完善食品安全风险

交流制度。专家、国际

顾问委员会作为资政启

民的咨询机构，要做决

策参与者、真理阐释者

和舆论引导者。 

20位国务院食安委专家委员会委员、7位国际顾问专家，国家卫生

计生委、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有关领导，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分中心、

技术合作中心，以及地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和技术支持机构的领导和专

家共 100余人出席会议。（国务院食安委专家委员会秘书处供稿） 

 “食品污染监测标准物质研究”课题通过验收 

7月 24日，食品安全检测试剂和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作为项目

组织单位对“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食品安全高新检测技术研究与

产品研发》项目的“食品污染监测标准物质研究”课题进行了验收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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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题由食品风险评估中心承担，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

所、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中国兽医药品监

察所、华中农业大学、江南大学、北京疾控中心共同参与，执行期为 2011

年 1月至 2013年 12月。课题组研制了奶粉中二噁英和共平面多氯联苯、

鱼肉中指示性多氯联苯、米粉中镉、辣椒粉中苏丹红 I 和罗丹明 B、鸡

肉中聚醚类药物等 13 种食物基体的标准物质及丙烯酰胺等 3 种标准溶

液；创新性研发了 11 种 T-2 毒素、HT-2 毒素及其重要代谢产物、脱氧

雪腐镰刀菌烯醇原型、隐蔽型毒素及其代谢产物等制备技术；制备了氯

氰菊酯手性单体组分；优化了氟苯尼考残留标示物氟苯尼考胺及阿维拉

霉素残留标示物 3, 5-二氯-4-羟基-2-甲氧基-6-甲基-苯甲酸的合成路

线；通过制备纯化，获得了毒素、手性单体和残留标志物标准品。课题

组利用制备的标准物质，组织开展了国家认监委 2013 年能力验证 A 类

项目“鱼肉中指示性多氯联苯含量测定”的实验室比对考核等应用实践。

（理化实验部供稿） 

 完成国家食品安全信息平台框架设计 

9月 28日，国家食品安全信息平台框架设计课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国家发展改革委专家组成员，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科技标准司、信息中

心有关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课题组对平台框架的研究和设计汇

报，审议了总体框架设计方案，认为该课题符合“统筹规划、分步实施、

注重应用、安全可靠、避免重建”的原则，充分落实“功能完善、标准统

一、信息共享、互联互通”的设计要求，完成了规定的研究内容和考核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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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同意结题。与会领导和专家还对后续工作交换了思路和意见。（信息

技术部供稿） 

 大数据分析硕士培养协同创新平台实习基地在中心挂牌 

大数据分析硕士培养协同创新平台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等高校发起，集中多学科优势和政产学研资源，服务于

政府部门和企业大数据分析的协同创新平台。9月 15日，在首届大数据

分析硕士实验班开学典礼上，食品风险评估中心被正式授予“大数据分

析硕士培养协同创新平台实习基地”。该项工作将密切食品风险评估中

心和高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发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在食品安全大数据

分析教学研究、科学研究方面的重要作用。（信息技术部供稿） 

 

 监测动态 

 召开 2015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制定第一次研讨会 

7 月 31 日-8 月 1 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在北京召开了 2015 年国家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制定第一次研讨会。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副司

长张志强出席会议。来自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司、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食监三司、国家粮食局标准质量管理办

公室、部分省卫生厅有关负责人，部分省级疾控中心专家，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委员会秘书处、食品

风险评估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共计 4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对在征集各部门、各省的监测建议和国家标准制定修订、风险

评估需求基础上形成的 2015 年监测计划草案进行讨论。会议认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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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制定针对性强，设计合理，在充分体现监测的目的、意义的基础上，

考虑了国际前沿热点问题和我国食品安全关注问题，科学设计采样环节

和采样量。建议根据国情设置监测范围，加强部门间合作，充分利用优

势资源，进一步提高计划设置的合理性、科学性、前瞻性。与会领导与

专家充分肯定了风险监测工作成绩，同时强调要从理论层面、顶层设计、

人员能力提升、加强监测结果利用和成本效益等方面加强思考，保障国

家监测工作稳步推进。（风险监测预警部供稿） 

 《2015年食源性疾病监测计划》编制工作启动 

7 月 24-25 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了《2015 年

食源性疾病监测计划》起草工作研讨会，征求各领域专家对 2015 年食

源性疾病监测工作的建议和意见。会议传达了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及

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关于 2015 年计划制定的指导意见，从依法履职的角

度对 2015 年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思路及与其他工作的关系进行梳理。

与会专家对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暴发监测、专项监测和人群调查的目

的、对象、内容、方法、产出逐项进行了研讨。会后，将根据专家的意

见和建议开始编制监测计划方案。来自中国疾控中心、省级疾控中心、

医院和食品风险评估中心的 33 位专家出席了会议。（食源性疾病监测

部供稿） 

 评估动态 

 启动中国居民膳食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暴露风险评估项目 

7月 29-30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在浙江杭州召开了中国居民膳食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DON）暴露风险评估项目启动会。来自吉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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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甘肃、浙江、湖南、云南省疾控中心及食品风险评估中心的专家和

项目工作成员共 25 人参加会议。会议部署了专项监测任务，明确了各

任务承担单位的工作内容和工作目标；针对样品采集和实验室检测技术

组织了培训，统一了检测技术方法。 

DON评估项目是我国针对生物毒素类污染物开展的首个健康风险评

估项目，通过该项目可以了解我国居民膳食 DON暴露风险，为今后标准

制定修订提供科学支持，提升我国生物毒素风险评估能力。在项目执行

过程中，食品风险评估中心还将发挥好风险监测在评估工作中的作用，

并充分利用农业和粮食等部门在多年工作中积累的大量 DON检测数据，

以项目为纽带探索建立多部门数据和成果共享的机制。（评估一部供稿） 

 召开食品微生物风险评估指南等相关文件研讨会 

7月 10-11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食品微生物风险评估指南等相关

文件研讨会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召开。会议对《食品微生物风险评估技

术指南》、《食品微生物危害风险分级框架指南》和《食品-微生物组合

风险分级指南》进行了审议。与会专家就指南的适用性、可操作性以及

制定原则进行了讨论，对指南的层次、结构、文字提出了修改建议。来

自黑龙江、上海等省（市）疾控中心、中科院上海生科院、食品风险评

估中心的有关专家和相关负责人共 35人参加了会议。（评估一部供稿） 
 

 工作网络 

 刘佩智副理事长出席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建院十周年座谈会 

今年是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成立十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做出重要

批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十年来的探索实践说明，省校合作是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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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资源配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现科技与经济融合的有效模式。

希望总结经验，再接再厉，不断巩固省校合作成果，全面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努力把长三角研究院建设成为具有先进水平的新型创新载体，为

推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9月 19日，浙江省与清华大学在浙江嘉兴共同举办浙江清华长三角研

究院成立十周年座谈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加强

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和优势资源合作，推动长三角研究院加快发展。食品风

险评估中心副理事长刘佩智出席座谈会,并要求食品风险评估中心要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创新工作思路，加快与地方和高校的合作。食

品风险评估中心与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合作成立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中心应用技术合作中心”，要以提高食品安全应用技术能力与水平为

主攻方向，促进工作模式创新和资源共享。（资源协作办供稿） 

 召开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中纳米材料安全性评价指南研讨会 

9月 24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在上海召开了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中纳

米材料安全性评价指南研讨会。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

研究院分中心、军事医学科学院分中心以及上海市疾控中心的相关领域负

责人、专家和有关工作人员共 4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针对国外监管机构对纳米材料的监管策略、各自在纳米研究领

域的研究进展、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中纳米材料的应用和监管情况以及

建立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中纳米材料安全性评价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

了讨论。会议充分肯定了建立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中纳米材料安全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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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指南必要性，并决定成立指南制定工作小组，议定了工作模式。（毒

理实验部供稿） 

 风险监测预警部赴军事医学科学院交流监测预警技术 

为提升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预警工作水平，加强食品风险评估 

中心与军事医学科学院分中心的交流与合作，10 月 21 日，中心风险监

测预警部与军事医学科学院共同召开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预警技术

交流会。会议得到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高度重视，院科技部统一组织安

排全院相关研究所专家出席，详尽介绍了化学类和生物类快速检测技术

及在食品安全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及应用，军队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预

警工作的开展情况。中心介绍了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的开展情

况，并专门针对工作中如何捕捉未知风险、适用于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

高通量检测技术和监测数据利用等问题提出了合作需求。通过交流，双

方互相了解了彼此的工作内容、工作方式以及专业特点，也明确了今后

的合作方向。会议商定，中心风险监测预警部尽快梳理当前迫切需要解

决的技术问题，军事医学科学院会根据需求开展相应的技术研究。（风

险监测预警部供稿） 

 

 能力建设 

 邀请美国专家讲解国际食品标签 

目前许多国家已经强制实施营养标签，但部分研究认为位于包装背面

的营养信息并不能很好地引起消费者的关注，因此许多国家尝试在标签正

面补充展示营养信息以指导公众选择食品，我国也开展了标签正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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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P）研究工作。为跟踪国际标签法规发展趋势，为我国相关研究和标

准修订提供思考，8月 25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组织了国际食品标签 FOP专

题报告。美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政策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Robert Earl博

士就 FOP的重要意义、在不同国家的主要表达方式以及全球 FOP发展现

状作了介绍，并通过产品实例向大家展示了企业在营养健康方面开展的

工作。与会人员对中国目前营养标签的现况、FOP 今后的发展趋势及开

展消费者相关教育活动等方面内容与 Robert Earl博士进行了交流。 

中心技术总顾问陈君石院士、标准部工作人员，以及中国营养学会、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食品所、北京市营养源研究所、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代

表 40余人参加了交流。（标准三部供稿） 

 召开“523计划”高层次人才引进专家评审会 

 9月 15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召开了食品化学危害高通精准检测 

与暴露分析表征技术团队、转化毒理学技术团队高层次人才引进专家评

审会。评审专家委员会由孙宝国院士、范云六院士、叶志华研究员、彭

双清研究员、郑明辉研究员、段子渊研究员、刘虎威教授和吴永宁研究

员组成，孙宝国院士任评审专家委员会主任。评审专家听取了香港浸会

大学化学系、环境与生物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主任蔡宗苇教

授所作的《基于质谱分析的代谢组学平台对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的研

究》报告、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营养科学研究所王慧研究员

所作的《转化毒理学研究》报告，并针对两位候选人的报告情况进行了

提问。评审专家委员会根据报告和答辩情况，当场形成了评审意见。 

 10月 22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召开了食品标准与风险管理、食 



19 
 

品安全风险交流技术团队高层次人才引进专家评审会。评审专家委员会

由陈君石、范云六两位院士以及金发忠、张庆生、谢剑炜、郭子侠、王

竹天、吴永宁等专家组成，陈君石院士担任评审专家委员会主任。评审

专家听取了国际食品安全咨询专家(原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安全标准局

首席科学家)Paul Brent 博士所作的《化学与食品安全》报告、爱尔兰

都柏林大学副教授 Patrick Wall 博士所作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报

告，并进行了提问和交流。根据现场报告和答辩情况，评审专家委员会

撰写了评审意见。 

 举办 2014年全国食品微生物监测技术培训 

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于 8月 12-16日在青海西宁举办“2014年全国食

品微生物监测技术培训班”，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疾控中心、部分市级疾控中心 100余名代表参加了培训。

来自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国家和地方疾控机构的专家结合各自的研究和

实践，对食品中食源性致病菌代谢产物、诺如病毒、寄生虫、致泻性大

肠埃希氏菌、蜡样芽胞杆菌和沙门氏菌的血清分型检测技术，食品微生

物风险监测数据的评估进行详细讲解，分析了微生物风险监测目前存在

的主要技术问题和发展方向，解读了食品微生物污染现状、食品安全标

准的现状和分析技术发展，解答了学员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各种技术问

题。此外，还邀请国际顶尖研究机构的专家对当前在我国食品检测领域

尚未应用的 RNA检测技术及快速检验技术的优势和实际应用情况进行了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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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群工作 

 开展纪念建党 93周年主题党日活动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93周年，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党委于 7月 1日

举办了主题党日活动。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全体党员、团员、中层以上干

部、入党积极分子和民主党派代表 130余人参加。中心主任刘金峰作了

题为《应用大数据

思维提升党的执政

能力的探讨》的党

课，围绕大数据思

维与党的执政能力

进行了分析。刘金

峰主任的党课将大

数据思维、党的执政能力和中心实际业务工作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为食

品风险评估中心今后的党建工作和食品安全技术支撑工作提出了新的

思路。（综合处·党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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