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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消息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孙志刚赴中心调研 

2015 年 1 月 30 日上午，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孙志

刚同志到食品评估中心调研指导工作。孙志刚同志听取了食品评估中心

工作汇报，实地考察了卫生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重点实验室建设情况，

了解了实验室工作人

员有关总膳食研究工

作及检测能力状况，仔

细询问了如何开展膳

食安全性评价和结果

应用等问题；参观了食

品评估中心陈列室和

数据中心机房，了解中

心信息化建设工作及基础数据库建设情况。  

孙志刚同志充分肯定了食品评估中心组建以来开展的工作。他指

出，食品评估中心作为食品安全技术支撑国家队，立足政府和百姓的需

求，服务主管和监管部门、带动全国和行业工作、代表中国和业内发声，

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任务艰巨，需要继续发挥专业优势，借鉴国际经

验，开拓创新，加快推进中心建设，不断夯实基础能力，向具有科学公

信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食品安全科学技术资源中心的发展目标不断迈进。

（综合处供稿） 

 中心领导班子成员调整 

近日，食品评估中心领导班子成员进行了调整。国家卫生计生委党

组任命卢江同志为食品评估中心副主任、副书记（主持党委工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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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张旭东同志为食品评估中心副主任，免去侯培森同志食品评估中心党

委书记职务并办理退休手续，免去高玉莲同志食品评估中心党委副书记

兼纪委书记职务并办理退休手续。（综合处供稿） 

 创新助推“领跑”——2014 年获奖科技项目巡礼 

2014 年 11 月 5 日，由食品评估中心联合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和浙江省疾控中心共同完成的“食品中化学污染物与真菌毒素监控技术

与标准”项目荣获 2014 年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科技创新奖技术进步

一等奖。该项目团队基于中国总膳食研究建立暴露组表征技术体系，牵

头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2762-2012）与《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2761-2011）及其配套

检验方法。建立的膳食暴露评估技术与国际接轨，获得中国食物消费量

的国家参数并进入世界卫生组织（WHO）急性毒性的短期暴露数据库，

中国总膳食研究结果被 WHO 技术报告采纳。率先将稳定同位素质谱稀释

技术引进热点污染物，建立了真菌毒素高通量检测技术平台，发明了配

套的低成本前处理净化柱和单克隆抗体检测技术。 

2014 年 11 月 21 日，食品评估中心承担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11）标准修订研究”项目荣获 2014 年中

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该项目首次基于我国食品

添加剂实际使用情况数据和我国居民食物摄入量数据，完成了我国允许

使用的亚硫酸盐、丁基羟基茴香醚等 27 种添加剂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和工艺必要性评估，合理建立了上述品种的使用范围和使用量；首次完

成了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规定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及美国、

欧盟等其他国家食品添加剂使用原则和具体使用规定的系统对比研究，

根据我国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和食品用香精、香料的实际使用情况调查

结果，首次建立了我国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和食品用香精、香料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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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并完善了相关使用规定。该项目的完成对于规范我国食品添加剂

使用，保护消费者健康，促进食品工业的合理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14 年 12 月 13 日,由食品评估中心联合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及北京疾控中心共同完成的“食品中热点污染物监测控制

标准与配套检验方法”项目荣获 2014 年中国分析测试协会科学技术奖

特等奖。该项目团队基于中国总膳食研究建立暴露组表征技术体系，代

表中国牵头国际食品法典标准起草工作组，将中国大米中无机砷限量转

化为国际食品法典标准。基于液相色谱-原子荧光联用技术及液相色谱-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联用技术，建立了能够满足基础使用的汞形态

（甲基汞）和砷形态（无机砷）测定方法，并提出先进行总汞或总砷测

定，仅对超标样品进行形态分析的要求，有效减少检验技术机构工作量，

这一提议被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污染物专门委员会采纳。针对含氯二噁

英及其类似物多氯联苯、含溴多溴联苯醚等阻燃剂、全氟化合物等建立

了食品和母乳、血液、指甲等人体生物监测技术。建立了食品中 750 种

农药筛查方法和 300 种农药、79 种药品及个人护理用品(PPCPs)、48 种

受体激动剂与阻断剂和 23 种工业色素的确证方法。利用上述方法参与

国际考核，多年连续取得优秀成绩。（理化实验部、标准二部供稿） 

 召开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检测方法专家评审会 

2014年 12月 21-23日,食品评估中心在四川成都召开了食品中可能

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检测方法专家评审会。评审专家、有关部门领导

及行业协会代表共 64 人参加了评审会。会议共审查了 34 项检验方法的

标准操作程序及编制说明,其中大部分方法待上报批准后，将作为正在

修订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 23 类非食用物质

的配套检验方法。（理化实验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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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 2014 年度工作总结表彰会 

2015 年 2 月 6 日，食品评估中心召开 2014 年度工作总结表彰会，

全面回顾和总结 2014 年各项工作，提出 2015 年工作总体思路和目标任

务，表彰奖励 2014 年度优秀团队和优秀个人。 

刘金峰主任作了食品评估中心 2014 年度工作报告。在国家卫生计

生委的领导和理事会的决策监督下，食品评估中心依法履职，合作意识

不断增强，重点任务和关键环节取得新进展；自身建设得到加强，工作

作风进一步转变；资源互补、信息共享、协同研发的国内外工作网络稳

步拓展，食品安全智库建设初具规模。 

严卫星副主任作了食品评估中心党群工作总结。食品评估中心党委

努力提高中心党建和群众工作水平，提高了团队凝聚力，为各项业务工

作提供坚强保证。 

卢江副书记宣读了《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关于表彰 2014 年度

优秀团队和个人的决定》。中心管理层领导为获得表彰的 5 个优秀团队、

10 名优秀干

部、35 名优秀

职工颁奖。 

总结表彰

会由张旭东副

主任主持，中

心近 200 名职

工参会。（综合

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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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食品评估中心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 

食品评估中心党委2015年1月27日召开了主题为“严格党内生活，

严守党的纪律，深化作风建设，助力食品安全”的 2014 年度党员领导

干部民主生活会。 

食品评估中心党委向督导组汇报了班子对照检查材料，班子成员逐

一围绕主题进行了自我剖析和对照检查，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列席

会议的党委会、管理层其他成员也对班子成员提出了意见建议。 

第四督导组组长赵书贵，副组长、驻委组局副局级纪检监察员唐燕，

机关党委副书记鹿文媛等到会督导并讲话。督导组认为本次民主生活会

准备充分，班子的对照检查材料全面客观、符合实际，查找分析问题深

刻准确，会议质量高，符合中央和委党组要求，达到了预期目的。（党

办供稿） 

 标准进展 

 第一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第十一次主任会议召开 

2015 年 2 月 11 日，第一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第十一次

主任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

员会主任委员李斌出席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会议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副

主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金小桃主持，副主

任委员、食品评估中心技术总顾问陈君石院士主持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的技术审查。应国家卫生计生委邀请，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部、质检

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粮食局等部门的代表列席会议。 

李斌同志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食品安全重点工作要求，完成

好 2015 年食品安全标准各项工作。李斌同志对委员会成立五年来，各



6 
 

专业分委员会 300 多名委员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她希望各位委员继续

严明审查纪律，敢于担当，发挥正确导向作用，提高标准审查的质量。 

会议传达了

国务院食品安

全委员会第二

次全体会议精

神，通报了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整合工作进展

情况，听取了委

员会 2014 年度

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各专业分委员会提交审议的 304 项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送审稿（含修改单）。 

国家卫生计生委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制度，逐

步完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已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492 项。完成

了食品污染物、致病菌、添加剂、农药残留等各类食品安全通用要求，

共计食品安全指标 11000 余项，覆盖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控制。（标准

一部供稿） 

 第 19 届国际食品法典亚洲协调会在日本召开 

国际食品法典亚洲协调委员会第19届会议于2014年 11月 1-7日在

日本东京举行。来自亚洲区域的 30 多个国家近 200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中国派出了由农业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和中国商业联合会组成的代表团

参会。本届会议共有 15 项议题，包括 3 项提交国际食品法典大会的标

准草案。由食品评估中心专家牵头起草的《非发酵豆制品》亚洲区域标

准通过了大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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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还讨论了紫菜制品区域标准拟议草案、街头食品卫生操作规范

拟议草案及 2015-2020 年亚洲协调委员会战略规划和新的立项申请等议

题。中国代表团

向大会提交了

关于我国食品

安全管理机制

和分工相关信

息，与区域内各

成员国分享了

我国食品安全

管理现况。 

 启动《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指南》编写工作 

2014 年 12 月 12 日，《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指南》编写启动会

议在贵州贵阳召开。会议成立了由食品安全、营养学、统计学、经济学

等领域专家组成的编写工作组，并就《指南》提纲的编写思路、内容及

任务分工等进行了详细讨论。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的目的是了解标准

使用者对标

准文本和内

容的认知情

况、监管机

构的执行情

况和企业的

实施情况，

并验证现行

标准的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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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和技术要求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实用性。此外，通过跟踪评价工作，

掌握标准的实施效果对于降低行政成本、减轻监管负担、改进食品生产

工艺、促进食品行业发展，保障公众健康等方面的影响，从而为标准修

订和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参照目前国际上的一般做法，标准跟踪评价可

以通过问卷调查、专家访谈、现场调查、指标验证、成本效益分析等方

法开展。按照工作计划，该指南将于 2015 年完成。 

 召开食品产品、营养与特殊膳食食品、检验方法与规程分委员会会 

2014 年 12 月 17-18 日食品产品分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在江苏无锡召

开。会议审查通过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用动物油脂》、《食用油脂制

品》、《食用植物油料》、《淀粉制品》、《蜂蜜》、《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动物性水产制品》、《干海参》、《酱腌菜》、《糕点、面包》、《饼干》、《果

冻》、《方便面》、《食用盐》、《味精》、《酱油》、《食醋》、《蛋与蛋制品》

等 18 项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植物油》、《蜜饯》需根据会上审查

意见进行修改后函审；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用淀粉》、《酪蛋白》需根

据会上意见修改完善后会审。 

2014 年 12 月 18-19 日营养与特殊膳食食品分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在

北京召开。会议审查通过了《食品营养强化剂 维生素 E 琥珀酸钙》等 9

项食品营养强化剂质量规格标准和《运动营养食品通则》、《孕妇及乳母

营养补充食品》等 2 项特殊膳食用食品标准内容。 

2014 年 12 月 23-26 日检验方法与规程分委员会（理化组）第十六

次、十七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共审查 82 项标准，其中《食品中伏

马毒素的测定》等 75 项标准通过审查；《食品中相对密度的测定》等 7

项标准因某些技术层面的问题未能妥善解决等原因，需起草人修改后函

审或者会审。（标准二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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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动态 

 协助澳门地区首次开展母乳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监测 

为减少和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污染，保护人类健康和环

境，2001年国际社会通过了全球行动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

哥尔摩公约》。按照有关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作为一

个缔约方单独开展履约成效评估。 

食品评估中心受澳门卫生局邀请和委托，协助澳门首次开展履行斯

德哥尔摩公约成效评估母乳监测工作。食品评估中心首席专家吴永宁研

究员及李敬光研究员对澳门有关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母乳监测工作培

训，并协助完成澳门地区母乳采样设计及监测工作方案。食品评估中心

对澳门地区的母乳样品进行了17个二噁英/呋喃、12个共平面多氯联苯、

6个指示多氯联苯、7个多溴联苯醚以及26个持久性有机氯农药的测定，

并协助完成了《澳门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成效评估母乳中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监测报告》。本次监测任务的完成将为澳门地区今后开展履约成效

评估工作奠定基础。（理化实验部供稿） 

 召开 2014 年全国食源性疾病溯源技术应用及数据分析研讨会 

2014 年 11 月 26 日，食品评估中心在北京召开 2014 年全国食源性疾

病溯源技术应用及数据分析研讨会。会议听取了食源性疾病监测与溯源

平台建设和省级食源性疾病分子溯源网络构建情况汇报，着重对国家食

源性疾病分子溯源网络(TraNet)在公共卫生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交流。

参会人员结合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 TraNet 的发展规划展开了深入

讨论，进一步明晰 TraNet 在食源性疾病监测中的优势作用，初步探讨

TraNet 的发展方向。来自全国省级省疾控中心及检验检疫机构代表共

50 余人参加了会议。(食源性疾病监测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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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动态 

 确定 8家疾控中心为出具新食品原料安全性评估意见单位 

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及其《新

食品原料申报与受理规定》等有关要求，为规范新食品原料安全性评估

意见出具工作，食品评估中心根据工作需求和综合评估，确定广东省疾

控中心、上海市疾控中心、江苏省疾控中心、北京市疾控中心、山东省

疾控中心、浙江省疾控中心、吉林省疾控中心、湖北省疾控中心为出具

新食品原料安全性评估意见单位。 

 重点实验室提出海鱼消费建议 

食品风险评估中心近期完成了一项关于通过海产鱼类摄入二噁英类

物质的暴露评估研究。该研究对我国主要海产鱼类生产基地舟山的 32

种经济鱼类体内的 29 种二噁英类物质的含量进行了测定并且分析了不

同品种鱼类脂肪含量、食性和生活区域等对其体内蓄积二噁英类物质的

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同一海域的不同品种鱼类体内这类脂溶性污染物质

蓄积情况存在较大差异。根据我国鱼类的平均消费量，该研究评价了通

过食用这些鱼类摄入二噁英类物质的最大可能水平。 

该研究结果表明，舟山海域所产主要鱼类的二噁英含量尚处于较低

水平，其造成健康风险的可能性较小。但是，由于某些品种的鱼类对这

类污染物具有较高的蓄积能力，建议有选择性的消费海产鱼类以避免可

能的健康危害。 

 风险交流 

 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GB19298-2014）问答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于 2014 年 12 月 24 日批准发布，

自 2015 年 5 月 24 日起实施。为配合标准的发布实施，便于公众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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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评估中心组织起草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问答”，

并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在国家卫生计生委网站上公开发布。问答对《包

装饮用水》标准的适用范围、原料要求、微生物限量、标签标识等规定

作了相应解释，有助于标准使用者的正确理解和使用。(标准二部供稿) 

 选对鸡肉、注意卫生，预防沙门氏菌食物中毒 

据统计，沙门氏菌在美国每年造成超过一百万人次患病，死亡近400

人。而我国估计每年有

九百多万人次患病，死

亡约800人。 

为了让公众更好

的了解沙门氏菌的危

害并掌握自我保护的

方法，食品评估中心于

2015年2月3日举办了

开放日活动，邀请权威专家讲解相关知识。来自多家媒体的记者也围绕

沙门氏菌污染及其他相关问题与在场的专家进行了互动交流。(风险交

流部供稿) 

 回应金箔作为食品添加剂拟入酒的争议 

近期，国家卫生计生委就金箔作为食品添加剂加入白酒中征求各方

意见的函件引起社会争议。为更好的解读食品添加剂相关管理政策，回

应舆论关切，食品评估中心于 2015 年 2 月 4 日专门召开媒体沟通会。

针对媒体关注的审批程序是否合规、金箔添加是否安全和必要、是否会

引发白酒涨价等问题，食品评估中心技术总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

石，食品评估中心主任助理王竹天研究员、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

委员会秘书长马勇与媒体进行了面对面交流。（参见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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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交流与合作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来访 

2014 年 11 月 4 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副局长麦克·泰

勒博士（Dr. Michael Taylor）等一行 10 人访问食品评估中心。食品

评估中心首席专家吴永宁研究员会见了代表团。双方分别介绍了两国食

品安全领域的法规体系、科学架构、风险交流领域开展的相关工作、各

自机构的结构设置和人才配制等，就如何与各利益相关方进行有效沟通

交换了经验和看法，并就中美食品安全工作和合作事项等内容进行了深

入的讨论。（科教与国际合作处供稿） 

 与美国乔治城大学开展技术交流 

2014 年 11 月 14 日，食品评估中心主任刘金峰会见了美国乔治城大

学高级常务副校长、首席财政官 Augostini 博士等一行 5 人。双方就进

一步加强能力建设合作和技术交流交换了意见。刘金峰主任希望双方加

强合作与交流，

共同实施好食品

安全能力建设项

目。Augostini 博

士介绍了乔治城

大 学 的 基 本 情

况，并表示乔治

城大学将积极发

挥在公共卫生、公共政策、法律、大数据分析、行政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确保双方合作项目和技术交流的顺利实施，为中国食品安全事业的健康

发展贡献自身力量。（科教与国际合作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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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尔兰总统接见我中心科学家 

2014 年 12 月 9 日，爱尔兰总统迈克尔·希金斯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之际，出席了中国科学院与爱尔兰科学基金会在北京共同举办的中爱科

研合作研讨会。会上希金斯接见了参与中爱合作的科学家代表、食品评

估中心微生物实验部主任李凤琴博士并参观了食品评估中心与爱尔兰

都柏林大学联合研究项目的海报展示。 

近年来食品评估中心与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合作不断深化。2012 年，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公共卫生及人口学系教授（原欧洲食品安全局局长）

帕里克·华尔博

士被聘为食品

评估中心国际

顾问专家委员

会委员，每年来

华指导业务工

作。2014 年 10

月，双方在北京

联合举办了前

沿分子生物学技术在食品微生物检测中应用研讨会，并计划在 2015 年

继续加强沟通与交流，进一步深入合作。（微生物实验部供稿） 

 墨西哥农业部驻华代表处到中心访问 

2014 年 12 月 15 日，墨西哥农业部驻华代表处的首席代表 Carlos 

Aldeco 先生(公使衔参赞)等一行 6人到食品评估中心访问，并针对奇异

籽和其他食品安全管理方面的相关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双方就奇异籽

和其他食品在华管理的相关情况进行了交流，互通了相关信息。（标准

二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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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法国食品、环境和职业健康与安全署签署合作备忘录 

2015 年 1 月 30 日，法国食品、环境和职业健康与安全署（ANSES）

署长马克 莫图赫访问我中心。刘金峰主任、张旭东副主任会见了代表

团一行。刘金峰主任感谢法方对食品评估中心的关注和支持，他表示在

中法建交 50 周年之际，莫图赫署长此访对于促进中法两国食品安全技

术领域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他建议双方在食源性疾病防控、实验室技

术研发、能力建设等方面开展合作。莫图赫署长介绍了 ANSES 情况，并

表示 ANSES 愿

意积极促进双

方科学研究和

人员交流等全

方位的紧密合

作，推动两国

食品安全工作

的健康发展。

会后，双方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科教与国际合作处供稿） 

 

 工作网络 

 深化务实合作  推进食品安全科技服务网络项目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正在推动整合全院科研与成果转化力

量，服务于社会及国民经济的科技服务网络计划（简称 STS 计划），而

服务国家食品安全已成为该计划的重要内容。2014 年 12 月 8 日，科技

促进发展局生物技术处刘斌处长率领上海生科院、北京微生物所、大连

化学物理所、广州健康研究院等 9 位 STS 项目专家，就 STS 项目推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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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与食品评估中心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进行交流，中心副主任严卫

星、主任助理李宁、首席专家吴永宁参加了座谈。（资源协作办供稿） 

 能力建设 

 2014 年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会议暨风险评估工作骨干培训班

在广西召开 

2014 年 11 月 3 日，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与食品评估中心联合在广

西召开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会议暨风险评估工作骨干培训班。会议对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2016-2020 年工作规划》和《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管理办法》等文件进行研讨；系统培训了评估工作原则、数据采集和

使用要求以及评估结果在风险管理中应用的技术和方法。全国各省级卫

生计生委食品处负责人、省级疾控中心分管领导和业务骨干共 167 人参

加了培训。 

 举办全国卫生计生系统食品安全信息化培训班 

2014 年 11 月 5-6 日，由食品评估中心承办的全国卫生计生系统食品

安全信息化培训班在广东深圳举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食品安全相关处室负责人、省级疾控中心食品

安全分管领导、信息化工作负责人 130 余人参加培训。国家卫生计生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中科院等单位的专家对国家食品安全信息化规划、电

子政务发展状况、舆情监测信息化发展及与食品安全的大数据思维等内

容进行了详细解读，宣传了国家电子政务、“十二五”食品安全信息化的

建设要求和工作思路，为地方信息化平台建设提供了依据和方向。学员

们交流了地方食品安全信息化的工作经验，研讨了“十三五”食品安全

信息化规划、系统建设、标准体系、数据分析与利用，并就互联互通、

业务协同和数据挖掘与利用等提出意见和建议。（信息技术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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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体系构建与能力建设培训班 

2014 年 12 月 1-19 日，食品评估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在美共同举办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体系构建与能力建设培训班。国家卫

生计生委、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农业部、科技部、食品评估中心、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河南省卫生计生委、黑龙江省卫生计生委、广东省

疾控中心的 21 名学员参加了培训。             

学员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系统学习了美国食品安全法制体系、风

险评估体系、监管体系、标准制定与管理体系等内容，并赴明尼苏达州实

地考察了食品种养殖、生产加工、流通、餐饮等各关键环节的管理流程。 

 

 承担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可视化教程制作任务 

为加强承担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任务的检验技术机构管理,规范相关

检验方法的应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食监三司委托食品评估中心制

作 5 个理化检验方法的教学视频任务。为保证演示方法的规范性、准确

性、逻辑性和可视性，理化工作人员制定了制作计划，编写成片脚本和

拍摄脚本，完成实验室操作拍摄，全程参与了后期剪辑，如期完成制作

任务。（理化实验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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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生物实验部以优异成绩通过国际考核 

食品评估中心 2014 年受邀参加“第五次产志贺毒素/Vero 细胞毒素

大肠杆菌（STEC/VTEC）分型外部质量保证考核”，对 10 株盲样菌株进

行了包括脉冲场凝胶电泳分子分型（PFGE）、血清分型、表型分型、基

因分型等 17 项考核。在 10 株菌的 17 个考核项目中，有 12 个项目的考

核成绩为满分，PFGE 结果得分为 26 分（满分为 28 分），其余 4 项考核

结果的正确率均为满意，再次以优异成绩通过考核。 

2014 年食品评估中心还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全球食源性感染网络

组织的“沙门氏菌和志贺氏菌血清分型及抗生素敏感性外部质量保证考

核”。在血清分型考核中，对 8 株沙门氏菌的 O 抗原血清分型全部正确，

H 抗原血清分型中有 7 个正确；对 4 株志贺氏菌的 O 抗原与 H 抗原血清

分型全部正确。在耐药性检测中，2株质控菌株对 14 种抗生素的药敏实

验结果全部正确；沙门氏菌与志贺氏菌共计 12 株菌、对 14 种抗生素的

168 个药敏检测结果中有 165 个正确。2 株弯曲菌对 7种抗生素的 14 个

耐药结果全部正确。并将组织方提供的 1 株未知食源性致病菌正确鉴定

为大肠埃希氏菌 O157:H16。（微生物实验部供稿） 

 2015 年全国食源性疾病监测网报系统培训班在京召开 

为保证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系统及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系统新版

本的正式上线，规范网报人员的数据操作，2015 年 1 月 14-16 日食品评

估中心在北京召开 2015 年全国食源性疾病监测网报系统培训班。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疾控中心共约 80 人参加

了培训。会议介绍 2014 年食源性疾病监测情况和 2015 年工作重点，讲

解了两个网报系统新增功能，指导学员进行了操作实践（食源性疾病监

测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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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会议 

 召开中国食源性致病菌耐药性趋势与控制策略研讨会  

2014 年 12 月 2-4 日，食品评估中心在福建福州召开了中国食源性致

病菌耐药性趋势与控制策略研讨会。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心、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省级疾控中心等单位的 30 余名专家出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我

国畜禽食源性致病菌耐药现状与防控建议、环境耐药菌的分布与去除研

究进展、我国食源性致病菌耐药监测网络构建和工作、中国食源性致病

菌耐药性趋势与控制策略研究进展、食源性致病菌抗生素选择及结果解

读等专题报告。来自医院的代表分别介绍了各自单位的耐药监测情况。

本次会议为进一步建立统一的耐药性检测技术/方法标准，构建统一的

网络化耐药数据库，促进细菌耐药对食品安全和人群健康的风险评估工

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食源性疾病监测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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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 2014 年全国食品毒理工作研讨会 

为推进国家食品毒理学计划，更好地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相关标

准、立法的制修订提供技术支撑，食品评估中心于 2014 年 11 月 17-18

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食品毒理工作研讨会。国家卫生计生委、国

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相关司局代表，以及全国 25 省（市）疾控中心和

部分大专院校从事食品毒理工作的专家，共 40 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围绕“国家食品毒理学计划进展”，从政策和技术层面对全国食

品毒理工作体系构架、工作机制、人员队伍建设、地方技术需求与结果

利用等内容进行了主题讨论。（毒理实验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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