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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  召开中心理事会 2014 年第一次全体会议 

☆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秘书处挂靠我中心 

☆  与青岛市政府签约共建海洋食品技术合作中心 

☆ 与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签约共建应用技术合作中心 

☆ 刘佩智副理事长调研上海生科院分中心 

☆ 发布解读《中国居民膳食铝暴露风险评估》报告 

☆ 参加第 28 届一般原则法典委员会议 

☆ 承担世界贸易组织相关事务项目管理办公室工作 

☆ 开展“食品安全与公众健康进社区”宣讲活动 

☆ 与加拿大卫生部食品局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 稳步推进人才发展“523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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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消息 

 召开中心理事会 2014 年第一次全体会议 

6 月 25 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理事会 2014 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浙

江嘉兴召开。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食品风险评估中心理事长陈啸宏，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副主任、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副理事长刘佩智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食品风险评估中心 2014 年上半年工作总结

及下半年工作要点、2015 年财政预算一上草案。 

与会理事一致认为，食品风险评估中心成立近三年来，在举办单位

和理事会的领导、决策监督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预警、评估研判、风

险交流、标准清理整合、科研应用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工作都取得明显

成效，特别是在科学编制人才“523 计划”项目、整合多方资源构建工

作网络（分中心、技术合作中心等）、协调争取新址立项等难点工作上

取得明显成效。与会理事还针对食品风险评估中心科研成果转化、人才

“523 计划”、新址立项、工作网络建设、预算编制等进行了深入讨论，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理事会 19 位理事和理事代表参会，食品风险评估中心管理层成员

和分中心、技术合作中心有关负责人列席会议。（资源协作办公室供稿）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秘书处挂靠我中心 

为进一步提高食品安全工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充分发挥

专家学者“资政启民”的积极作用，4 月 15 日，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

第一届专家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传达了国务

院食品安全委员会有关成立专家委员会的文件通知，公布了国务院食品

安全委员会第一届专家委员会委员名单，审议通过了《国务院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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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章程》，研究讨论了 2014 年专家委员会重点工作。

专家委员会作为决策咨询机构，主要承担食品安全技术咨询、政策建议、

科普宣传等工作，由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管理。第一届专

家委员会由 51 名委员组成，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局长张勇任主任委

员。专家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综合司，挂靠在食品

风险评估中心。（评估二部供稿） 

 与青岛市政府签约共建海洋食品技术合作中心 

为构建和完善国家食品安全技术支撑工作网络，加强海洋食品安全

相关技术的研发与合作，提升海洋食品的健康风险防控能力，5月 27 日

上午，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与青岛市政府举行“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

心海洋食品技术合作

中心”签约仪式。国

家卫生计生委副主

任、食品风险评估中

心理事长陈啸宏、青

岛市副市长徐振溪出

席签约仪式。 

海洋食品技术合

作中心将以青岛市疾控中心为依托，联合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海

洋研究所、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中国水

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山东省海洋生物研究所、青岛市海洋渔

业局等单位，共同承担国家海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任务，合作开展

与海洋食品相关的安全标准制定修订、基础和关键技术研究、专业人才

队伍培养；共同建设海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风险评估数据库，为海洋

食品安全风险管理提供科学、全面的智库支持。（资源协作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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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签约共建应用技术合作中心 

6 月 25 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与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在浙江嘉兴

举行“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应用技术合作中心”签约仪式。国家

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食品风险评估中心理事长陈啸宏，国务院食品安全

办副主任、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副理事长刘佩智，食品风险评估中心理事

和管理层成员，以及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有关负责人等出席签约仪式。 

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主任刘金峰与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院长王涛签

署合作协议，陈啸

宏理事长与刘佩智

副理事长为“国家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中心应用技术合作

中心”揭牌。 

应用技术合作

中心将聚集清华大

学等知名高校、国内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企业等在食品安全相关技术

领域的技术优势和创新要素，培养创新性、实用型、科研型的高层次食

品安全专业人才，积极推动资源共享，共同建设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

估数据库，成为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与地方、高校开展合作共建的典范。

（资源协作办公室供稿） 

 刘佩智副理事长调研上海生科院分中心 

6 月 26 日上午，国家食品安全办副主任、食品风险评估中心理事会

副理事长刘佩智率队调研上海生科院分中心工作。 

中科院上海分院常务副院长朱志远表示，中科院高度重视上海生科院

分中心的建设，上海分院将继续发挥服务保障作用，充分整合沪区各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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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的科研力量和技术平台，加快推动上海生科院分中心的建设发展。 

在调研过程中，大家就如何发挥上海生科院分中心的作用，促进国

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建言献策。专家们认为，上海生科院分中心要

充分依靠中科院系统的强大科研实力和支撑平台，集成与整合多学科科

研力量开展科学研究；加强与食品风险评估中心的业务交流与沟通，通

过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促进团队联合攻关，提升研究水平；同时做

好食品安全知识的科学传播，提高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 

刘佩智一行还实地参观了分中心技术支撑平台。（资源协作办公室供稿） 

 召开 2014 年分中心工作对接会 

4 月 18 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在京召开了分中心工作对接会。来自

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军事医学科学院、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领

导和专家共 40 人参加了会议。 

与会代表对各自的研究方向、科研课题、重点工作进行了交流和讨

论，对联合开展课题研究、大型仪器及设备的共享、学术交流、人员培

训等方面提出了合作需求。会议提出 2014 年应重点围绕食用纳米材料、

转化毒理学和食品中非食用物质检测技术等领域开展联合研究，并建议

食品风险评估中心要从国家层面做好顶层设计，制定系统、完整的短、

中和长期工作规划和相应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与军

事医学科学院、中科院建立的这种合作机制的优势，发挥出三方各自的

实力并实现真正的互补。会议建立了三方联络机制，理清了 2014 年联

合开展的重点工作。（资源协作办公室供稿） 

 启动食品检验受理工作 

4 月 24 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启动食品检验受理工作，标志着食品

风险评估中心将为政府风险管理、为行业创新发展、为百姓安全消费，

提供“科检一体化”的全方位技术支撑。开展检验检测工作，一是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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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风险评估中心中长期发展需要，夯实技术基础，锻炼人才队伍；二是

打造国家级品牌实验室，需要全方位发展，既要与学科前沿接轨、又要

有扎实根基，重点实验室建设还将会带动、提升综合检测能力和研发能

力。（质量控制办公室供稿） 

 应急关注 

 应急研制面粉及其制品中偶氮甲酰胺与氨基脲检测方法 

偶氮甲酰胺作为允许使用的面粉增筋剂，最大使用量为 0.045 g/kg，

但其热分解产物氨基脲具有毒性和致畸性。因此，偶氮甲酰胺使用的安

全性受到了媒体和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针对应急评估的需要，食品风

险评估中心开展了面粉中偶氮甲酰胺及面粉与面制品中氨基脲的检测

方法研制工作。经过充分的优化试验，建立了面粉中偶氮甲酰胺的高效

液相色谱-二极管阵列检测器的测定方法及面粉与面制品中氨基脲的超

高效液相-四级杆串联质谱的测定方法，并请军事医学科学院分中心等 5

家机构进行了协同性验证。（理化实验部供稿） 

 监测动态 

 开展母乳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监测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旨在淘汰和消减全球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公约要求各

缔约方应按规定提交相应国家履约评估报告。根据国家履约成效评估实施

方案的需求，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于2011年开展了第二次母乳中POPs监测

工作，并扩大了监测范围，在 16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采集母乳样品

2200 余份，进行了多氯代苯并二噁英/呋喃、二噁英样多氯联苯、指示性

多氯联苯、多溴联苯醚、持久性有机氯农药等 POPs 物质的测定，获得了

母乳中POPs的负荷水平，目前正在撰写国家履约成效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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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中 POPs 监测结果将有助于了解我国居民 POPs 机体负荷水平及

其暴露来源和时间变化趋势，为我国开展膳食安全性评价提供重要资

料，为评价我国 POPs 环境污染状况及其潜在健康风险提供依据，为风

险管理措施的制定提供线索。（重点实验室供稿） 

 食品安全追溯信息监管指标体系与风险预警协同治理研讨会在京召开 

6 月 19 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在京召开食品安全追溯信息监管指标

体系与风险预警协同治理研讨会。会议介绍了国家食品安全信息平台总

体思路、食品安全监管目标与风险预警体系、国际与商务部食品信息编

码准则与标准制定相关情况，听取了伊利、蒙牛和飞鹤乳业等食品企业

有关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建设情况的汇报，研究讨论了食品安全追溯信息

监管指标体系与风险预警协同治理课题目标、总体框架设计和体系结构

等内容。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科技标准司、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风

险评估中心相关负责人，食品行业协会、企业以及高等院校等代表共计

120 余人参会。（信息技术部供稿） 

 2014 年将全面加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质量管理 

为有效落实2014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质量管理工作，国家卫生计

生委食品司和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于6月19-20日在广州举办了2014年国家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质量管理技术研讨培训会。来自国家质检总局、国家食

品药品监管总局、国家粮食局、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部门

和省级疾控中心、部分市（县）级疾控中心10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食品风险评估中心有关专家介绍了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质量管

理方案的有关工作，以及参加国际比对的相关经验。地方疾控中心代表

介绍了本辖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质量管理工作经验。与会代表就如

何更好地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质量管理进行了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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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级改造全国食源性疾病暴发报告系统 

6 月 11-13 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在山西太原召开了全国食源性疾

病暴发报告系统升级研讨会。来自国家、省、市、县级疾控和医疗机构

从事流行病学、临床诊断、信息技术工作的 30 余名专家参加了研讨会。

与会专家围绕暴发报告的目的和意义，对升级改造方案中系统构架和功

能进行了梳理，对暴发事件的人群流行病学调查、暴露食品信息、实验

室检验结果等相关模块及系统字典进行了分析。会议一致认为，系统升

级改造应根据食源性疾病暴发“三间分布”的特点和风险评估的需要，

重点突出病因食品溯源和关联性分析功能，提高暴发的食品归因分析和

系统性风险识别能力。 

 评估动态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规划及管理办法研讨会在浙江召开 

4 月 16 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在浙江杭州召开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规划及管理办法研讨会。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食品风险评估中心、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部分省级卫生计生部门和疾控机构、高等院校有

关负责同志和专家参加了会议。 

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专家介绍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管理办法》和《食

品安全风险评估 2014-2016 年工作规划》的编制工作。与会代表对两份

文件的草案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和讨论，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和建

议。（风险评估一、二部供稿） 

 召开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增补研讨会 

受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委托，6 月 6 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在京

召开了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增补研讨会。会议对公安

部、农业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等部门建议增补的“黑名单”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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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充分讨论，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

质名单》建议草案。来自国务院相关部委、行业协会、科研院所、高等

院校的 50 多位领导和专家参加了会议。（重点实验室供稿） 

 发布解读《中国居民膳食铝暴露风险评估》报告 

6 月 16 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举办了“控铝促健康”主题开放日活

动，全文发布了《中国居民膳食铝暴露风险评估》，并与公众和媒体进

行了深入细致的交流。报告全面评价了我国居民通过膳食摄入铝的健康

风险，为含铝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修订及监管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为

降低公众膳食铝摄入水平提供了科学建议。 

根据评估报告建议，国家卫生计生委等 5 部门联合发布了调整含铝

食品添加剂使用规定的公告（2014 年第 8 号）。此次调整可大大降低我

国居民膳食铝摄入水平,进一步保护公众健康。据初步估计，严格执行

新标准后，我国居民铝的平均摄入量将比修订前下降 85.6%，仅占 JECFA

参考值（PTWI）的 12.92%。（评估一部、风险交流部供稿） 

 科学解读白酒产品中塑化剂风险评估结果 

6 月 27 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白酒产品中塑化剂风险评估结果, 

根据可接受的健康风险，提出了白酒产品中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

酯（DEHP）和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的含量水平。本项工作由国家

卫生计生委委托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开展。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在风险评估

过程中，就相关技术问题征询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意见，并将评估过程

和结果提交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为配

合风险评估结果的发布，食品风险评估中心积极组织相关专家科学解读

白酒产品中塑化剂的风险评估结果。（评估二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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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进展 

 参加第 28 届一般原则法典委员会议 

一般原则法典委员会（CCGP）第 28 届会议于 4 月 7-11 日在法国巴

黎召开。来自 69 个成员国、一个成员组织（欧盟）及 16 个国际组织的

195 位代表出席了此届会议。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团长单位）、农业部

和质检总局等部门的 9 位专家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食品风险

评估中心代表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议题包括：不同法

典委员会的风险分析导则、停留在第 8 步的标准及形成原因、经济影响

声称、各法典委员会（包括 CCGP）的职责描述修订、国际食品法典委员

会（Codex）与国际兽医局（OIE）合作、信息参考辅助文件、一般专业

委员会和商品委员会之间的协调合作、法典工作管理和效率评价、法典

主席和副主席在法典会议中的角色、以及执委会的职责等。 

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前亚洲区域的预备会及全体会议，就重点关注的

议题表达了观点，积极与其他国家代表交流沟通，共同探讨关注议题，为

深入参与法典工作奠定基础。（标准一部供稿） 

 启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整合及2013-2014 年标准项目 

4 月 28 日，由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主办，食品风险评估中心承办

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整合及 2013-2014 年标准项目启动会在京召开。会

议通报了食品标准清理结果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整合工作方案。通过清

理工作，梳理了近 5000 项现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

食品质量标准以及行业标准，摸清了现有食品标准底数，提出包括约 1000

项标准的各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目录并拟定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框

架。2014－2015 年食品标准整合工作将依据食品安全标准框架体系和各

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目录有序、有效地开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整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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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整合项目与 2013-2014 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项目承担单位、食品标准整合工作专家组成员等 240 余位专家和代表参

加了会议。（标准一部供稿）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糕点、面包》等 11 项标准公开征求意见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糕点、面包》、《酪蛋白》、《饼干》、《食品

中低聚半乳糖的测定》、《食品中低聚果糖的测定》、《食品中已二酸、

富马酸等酸度调节剂的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食品中聚葡萄糖的测

定》、《食品中棉子糖的测定》、《食品中乳铁蛋白的测定》、《食品

微生物学检验肠杆菌科检验》、《生殖发育毒性试验》（征求意见稿）

于 5月 12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的标准包括食品产品标

准、理化检验方法标准、微生物检验方法标准以及毒理学评价程序及方

法标准。此次公开征求意见将于 7月 10日结束。（标准二部供稿） 

 召开食品添加剂、检验方法与规程、食品产品分委员会会议 

 4月 24日-25日在京召开了第一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食品

添加剂分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会议通报了第 46 届 CCFA 进展、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 1,3-二油酸-2-棕榈酸甘油三酯》的调整内容，讨

论了食品添加剂中使用添加剂的问题，并达成了一致意见。审查了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修订内容、《胶基及其

配料》和《食品添加剂甜菊糖苷》等 24项标准及 1项标准修改单，审查

结论均为“通过审查，需要完善相关内容”。（标准三部供稿） 

 6 月 3-4 日,第一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检验方法与规程分委

员会（理化工作组）第十二次会议在江西南昌召开。会议审查了《高温烹

调食品中杂环胺类物质的测定》等 12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其中《食品

中镉的测定》、《食品中氨基甲酸乙酯的测定》、《食品中铬的测定》3 项

标准通过审查；《食品包装材料甲醛迁移量的测定》、《动植物油脂中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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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基硅氧烷的测定》、《食品中聚磷酸盐的测定》、《食品中反式脂肪

酸的测定》、《食品中维生素 C（抗坏血酸）的测定》、《食品中氟的测

定》6 项标准需要修改后再进行函审；《高温烹调食品中杂环胺类物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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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中氰化物的测定》3 项标准需要补充相应实验数据、完

善方法学内容后再次会审。（标准二部供稿） 

 第一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食品产品分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 6

月 17-18 日在重庆召开。会议审查通过了《面筋制品》、《豆制品》、《坚果

与籽类食品》、《蛋与蛋制品》、《食用菌及其制品》、《膨化食品》、《淀粉糖》

及《保健食品》等8项国家标准；《包装饮用水》、《腌腊肉制品》需进一步

修改后函审；《干海参》待完善后再次会审。（标准二部供稿） 

 2014 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会议在重庆召开 

受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委托，由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主办的 2014

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会议 6 月 19 日在重庆召开。会议介

绍了食品安全法规标准跟踪评价方法研究进展、2014 年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跟踪评价工作计划，通报了 2013 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

情况，进行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在线调查系统专项培训。各省

对 2014 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计划进行了充分讨论，并对

任务分工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始于 2012 年，是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制定工作的重要环节，可以了解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和贯彻落实情

况，为标准的进一步修订和复审提供参考。（标准一部供稿） 

 承担世界贸易组织相关事务项目管理办公室工作 

国家卫生计生委作为国务院世界贸易组织（WTO）工作组成员单位

和全国技术性贸易措施部际联席会议成员，承担与卫生政策相关的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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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WTO 协定谈判的任务。 

为积极做好 WTO 卫生相关工作，切实履行我国入世承诺，并充分行

使权力，利用 WTO 机制，在国际贸易中保护我国公共卫生利益、促进卫

生相关贸易发展，近期国家卫生计生委国际司正式委托食品风险评估中

心承担 WTO 相关事务项目管理办公室工作。此项目办公室将在完成原有

工作的基础上，加强各方协调，完善管理机制和程序，组织实施专业化

项目管理，提高项目执行效率。（标准一部供稿） 

 召开 2014 年第二次食品添加剂评审会议 

4 月 22—23 日在京召开了 2014 年第二次食品添加剂评审会议。会

议审查了 25 项申报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其中 2 项食品添加剂新品种，

12 项扩大用量及使用范围的品种，10 项补充资料延期再审的品种和 1

项申请复核的品种。经评审，6 项批准，7 项不批准，11 项需要补充资

料延期再审，1项复核品种维持原不批准意见。（标准三部供稿） 

 风险交流 

 开展“食品安全与公众健康进社区”宣讲活动 

为了进一步做好面向基层百姓和专业人员的食品安全知识传播，围

绕 2014 年食品安全宣传周宣传主题——“尚德守法，提升治理能力”,

食品风险评估中心

联合云南省卫生厅

和大理市人民政

府，在云南省大理

市共同开展了“食

品安全与公众健康

进社区”宣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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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6 日上午 9 时，“食品安全与公众健康”科普宣教活动启动。启

动仪式上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风险评估中

心等部门和单位的领导向大理市人民政府和消费者代表赠送了《食品安全

100 问》科普图书。通过现场咨询、展出展板、发放食品安全科普宣传折

页和手册等多种形式，开展食品安全科学知识和食物中毒预防宣传，并为

地方食品安全工作人员举办了两期专业培训，传授了食品安全风险监

测、食源性疾病管理、食物中毒事故调查和现场处置等新知识和新方法。

云南省各州市疾控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大理市食品安全监管人员

230 人参加了培训。 

活动期间，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党委书记侯培森还带队走访了当地疾

控机构，对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无公害食品种养植基地管理和乡村宴席

食品安全监管等工作情况进行了调研。（应急与监督技术部供稿） 

 国际交流与合作 

 与加拿大卫生部食品局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4 月 16 日，第四届中国—加拿大卫生政策对话在北京举行。会议期

间，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主任刘金峰与加拿大卫生部食品局局长戈佛雷

（Samuel Godefroy）

签署了合作谅解

备忘录。双方将在

数据共享、人员能

力建设、科研等方

面开展深度合作，

为保障中加两国

人民健康、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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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贡献力量。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与加拿大卫生部部长安布罗斯

（Rona Ambrose）出席会议并见证了签约过程。 

 与丹麦技术大学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4 月 25 日，“可持续经济发展：面向未来的中丹伙伴关系”峰会在

京举行，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HM Queen Margrethe II）及亲王亨

利克(HRH Prince Consort)，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隽棋出席会议。

会议期间，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主任刘金峰与丹麦技术大学高级副校长班

德森（Martin P.Bendsøe）在丹麦王国女王和亲王见证下签署了合作谅解

备忘录。双方将在食

品安全风险评估、风

险监测、风险交流等

方面联合开展研究工

作，促进两国在食品

安全领域的学术交

流。本次峰会在丹麦

女王时隔 35 年再次

对华开展正式国事访问期间举办，来自中丹两国政府部门、企业、科研

机构的 500 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就食品安全、能源与环境、医疗改

革、可持续海事等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代表团访问中心 

5 月 14 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风险交流部主任李吉孙 

(Ji Sun Lee)、风险交流咨询委员会主席 William Hallman 等一行访问

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中心首席科学家吴永宁研究员会见了代表团一行，

双方就中美风险交流工作及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双方一

致认为：在实际工作中，风险交流在风险分析框架中还处于薄弱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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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待引起社会各利益相关方的高度重视，投入力量，使公众能够科学、

理性地认识食品安全，保护自身健康。 

 我中心人员赴欧盟进行食品接触材料法规和风险评估项目考察 

5 月 11-20 日，在中欧世贸项目二期资助下，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卫

生监督中心 6 名专家组团赴比利时、意大利和德国进行了“食品接触材

料法规和风险评估项目”考察。代表团访问了欧盟健康与消费者保护委

员会（DG SANCO）、欧盟贸易委员会（DG TRADE）、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

和欧洲联合研究中心（JRC）等欧盟官方机构，就中国和欧盟在食品接

触材料法规制修订、风险评估方法以及迁移试验要求等领域的现状和最

新进展进行了广泛探讨，并与欧洲化学工业协会、德国化工和生物技术

协会进行了交流，听取了行业对于中国食品接触材料法规体系的建议。  

通过此次考察，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代表系统了解了欧盟食品接触材

料相关领域工作和发展方向，特别是针对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难点与欧方

进行了针对性的讨论。此次访问对完善我国食品接触材料安全性管理工

作起到了

良好的促

进作用，

搭建了食

品风险评

估中心与

欧盟机构

在食品接

触材料风

险管理和风险评估领域合作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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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会议 

 食品微生物标准研讨会在京召开 

由国际生命科学学会中国办事处和食品风险评估中心联合主办的

食品微生物标准研讨会于 6 月 19 日在北京召开，食品风险评估中心技

术总顾问陈君石院士主持会议。国际食品微生物规格委员会（ICMSF）

委员 Leon Gorris 先生、Jean-Louis Cordier 先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刘洪彬处长、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刘秀梅研究员、标准二部王君副主

任及企业代表就食品微生物标准的相关议题做了介绍。来自科研单位、

监管部门及企业的相关代表参加了研讨会。本次会议推动与会者对国内

外微生物标准进行正确理解和理性思考。（标准二部供稿） 

 食品分析检测难点及乳品检测技术标准研讨会在成都召开 

5 月 29-30 日,由美国分析化学家协会（AOAC）中国分部主办的食品

分析检测难点及乳品检测技术标准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来自 AOAC

组织及检验检测技术机构、食品企业、仪器厂商等单位的近 300 位代表

出席了本次会议。AOAC 国际理事会成员 Darryl Sullivan 博士关于《AOAC

的最新科研计划及进展》，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专家关于《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理化检验方法清理整合工作》的报告，吸引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关注。

（标准二部供稿） 

 能力建设 

 稳步推进人才发展“523 计划” 

根据《<关于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引进高层次人才优惠政策

的请示>的批复》及国务院领导、国家卫生计生委领导批示，结合食品

风险评估中心发展规划任务要求，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制定了人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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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计划"。 

人才发展"523 计划"即从 2014 年起通过 5 年时间，引进和培养 23 名

高层次人才，形成 8 个专业技术团队，由引进人才带动专业技术团队能

力和水平的提高，努力建设成为国际知名、国内权威的食品安全科学技

术资源中心。 

国务院、国家卫生计生委领导对人才发展“523 计划”高度重视。刘

延东副总理指示，要“严格选拔，加强管理，务求实效”；李斌主任要

求“认真落实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精神，选好人才，用好人才，带动

队伍建设和各项工作上水平出成果”。成立了由国家卫生计生委陈啸宏

副主任为组长，人事司领导担任副组长，财务司、食品司、科教司及食

品风险评估中心负责人为成员的项目实施领导小组，负责审定项目实施

方案，确定人才引进战略目标，协调优惠政策落实，督促项目具体实施。 

目前，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制定了《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人才

发展“523 计划”实施工作方案》、《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高层

次人才引进评审办法》，建立了人才评审专家库。人才发展“523 计划”

正稳步推进落实。（人力资源处供稿） 

 以优异成绩通过欧盟农药残留比对考核、第五届国际质控和比对考核 

 为提高实验室农药残留检测能力，2014 年年初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参

加欧盟农药残留参比实验室组织的青椒中农药残留定性考核

（EUPT-FV-SM06）和定量考核（EUPT-FV-16）。在定性考核的青椒样品

中筛查出 28种农药。在定量考核的青椒样品中，针对 175 种目标农药，

定量检出吡虫清等26种农药。考核结果显示，定性测定结果准确率为95%，

无假阳性结果；对含量大于 0.01 mg/kg 的 22 种定量考核的农药全部检

出，无假阳性和假阴性结果，考核结果优秀，被划分为 A 类。（理化实

验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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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提高实验室对产志贺毒素大肠埃希氏菌的检测能力，保证国家食

品安全风险监测的数据质量，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参加了 2014 年度世界

卫生组织全球食源性感染网络委托欧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的第五

次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VTEC）分型外部质量保证考核项目。在组织方

提供的 10 株盲样菌株包括血清分型、表型分型、毒力基因和分子分型

等 15 项 150 个指标考核中，检测准确率达到了 95%，得到了组织方的充

分肯定。（微生物实验部供稿） 

 召开 2014 中国居民食物消费量调查工作培训会 

5 月 28-30 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在江西南昌召开 2014 年中国居民

食物消费量调查工作培训会。会议介绍了 2014 年食物消费量调查工作的

整体目标、工作模式和整体方案，并通过现场模拟、入户实践的形式，

对调查问卷填写方法、食物重量估计方法、现场调查工作技巧进行了培

训。来自 1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卫生计生委、疾控中心及县区级疾

控中心 120 余名专家和技术人员参加了培训。（评估二部供稿） 

 2014 年全国微生物风险评估技术培训班在京成功召开 

4 月 14-15 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在京举办了 2014 年全国微生物风

险评估技术培训班，邀请了英国食品研究所、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和联合

利华研究发展中心从事微生物风险评估研究的国内外资深专家、教授进

行授课和经验分享。围绕微生物风险评估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专家就

欧洲食品安全法规的演变、风险评估实施的背景、微生物风险评估的应

用前景、食品安全目标和其在制定标准中的作用、全过程风险评估以及

预测微生物学在定量风险评估中的作用等专题进行了演讲，利用 Excel

软件指导学进行微生物风险评估实例操作。来自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食

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食品风险评估中心及分中心、上海理工大学、

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疾控中心等单位共90人参加了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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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群工作 

 开展“以案明纪 现身说法”警示教育活动 

为加强反腐倡廉宣传教育，4 月 1 日食品风险评估中心纪委组织处

级以上干部到司法部燕城监狱参观。服刑人员在高墙内的真实生活和血

泪教训，震撼和警示了中心党员干部。大家深刻感到要加强学习不断增

强法律意识，自觉遵纪守法，筑牢思想道德底线。侯培森书记代表中心

向燕城监狱捐赠了一套自主研发、并获国家专利的食品安全快速检测箱

和有关食品安全宣传资料。（纪委供稿） 

 学习红船精神 发挥优良传统 

6 月 25 日，中心理事会会议在浙江嘉兴召开，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第九十三周年来临之

际，中心理事会秘书处

及第二党支部组织与会

人员参观了南湖革命纪

念馆和中共一大会址。

通过实地重温红船精

神，教育各位理事和中

心职工讲党性、重品行、

作表率，弘扬优良作风，

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强化服务意识，推动食品风险评估中心事业发

展,为百姓食品安全和身体健康贡献力量。（第二党支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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