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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工作简讯 
2015 年第 4 期（总第 17 期）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2015 年 10 月 

 
 

本期要目 
 
 

☆ 中心领导班子调整 

☆ 召开海洋和水产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国际研讨会 

☆ “高端外国专家项目”申报成功获批 

☆ 参加第38届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大会 

☆ 美国-亚洲食品法典委员会研讨会在京召开 

☆ 香港食物及卫生局代表团访问中心 

☆ 2015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国家卫生计生委主题日在中心举办

☆ 践行三严三实  共谋合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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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消息 

 中心领导班子调整 

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党组对食品评估中心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刘

金峰同志调任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司长，免去其食品评估中心主任职务。

食品评估中心党委书记兼副主任卢江同志主持中心工作。 

 召开海洋和水产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国际研讨会 

7 月 14 日,由食品评估中心主办、青岛市和舟山市疾控中心承办的海洋

和水产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国际研讨会在山东青岛召开。来自法国食品、环

境、职业健康与安

全署，美国俄克拉

荷马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世界银行

驻中国代表处，食

品评估中心、分中

心、技术合作中心

等相关机构负责

人及业内专家、学者共 100 余人出席了研讨会。与会人员就海洋和水产食

品安全风险管理、应急风险评估、食源性微生物污染风险分析、食品安全

风险分级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研讨，分享了国际先进经验。 

 “高端外国专家项目”申报成功获批 

近日，食品评估中心 2015 年申报的“全球食品欺诈及应对措施的高层

次人才引进项目”和“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化学污染物培训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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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国家外国专家局“高端外国专家项目”批复同意。项目将引进在国

际食品安全领域有较高影响力的美国密歇根大学的 John Spink 博士和日本

农林水产省技术事务总干事 Yukiko Yamada 博士，促进食品评估中心“523

计划”项目人才培养和科研能力提升。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食品化学危害健康风险表征与膳 

食暴露评估技术研究”课题通过验收 

6 月 10 日，“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食品化学危害健康风险表

征与膳食暴露评估技术研究”课题通过国家卫生计生委验收。该课题由食

品评估中心副主任严卫星研究员和卫生部食品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吴永宁

研究员共同牵头。课题组完成了大米中砷形态和谷物中呕吐型镰刀菌素的

多组分污染数据库 1 套、水稻和大米中砷形态污染数据库 1 套，为国家和

国际标准制定提供了重要基础数据；建立完成了食物接触材料迁移预测数

学模型及其 CRAMER 结构分类数据库和相关风险评估关键技术；完成膳食保

留评估软件登记著作权 1项，提出国家标准修订草案 3项，颁布国家标准 2

个，国际标准（大米中限量标准）1 项，参与起草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

标准草案 3 项等。 

 《第四次中国总膳食研究》近日出版 

《第四次中国总膳食研究》作为 2013 年科技部资助的“十二五”国家

重点图书，近日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该书对第四次中国总膳食研究

（2007）进行了全面的总结，首次介绍了我国食物消费量数据、食物加工

因子、多种污染物的含量以及摄入量数据。在有关暴露量估计方面从微量

元素、重金属元素及其形态、农药残留、兽药残留、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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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新型污染物等方面全方位阐述了我国居民重点食物的污染状况，结

合食物消费量数据全面评价了我国居民的多种化学污染物的膳食暴露情况，

为系统而准确地评估我国居民的膳食风险提供了科学的依据。（重点实验

室供稿）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检验标准菌株图鉴》首版发行 

在卫生计生委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支持下，国家微生

物资源平台中国工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CICC）主持编撰的《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微生物检验标准菌株图鉴》近日正式出版。该书作为

《GB478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微生物学检验》配套使用的标准菌株图谱，

全部采用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菌种，通过大量图片、系统描述和实验

数据相结合的方式，形象、准确、全面地展示了标准菌株的典型特征信息。

该书的编辑出版对促进我国食品微生物检验工作的规范化发展，保障食品

安全标准制修订与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召开食品安全大数据应用试点建设工作研讨会 

8 月 27-28 日,食品安全大数据应用试点建设工作研讨会在黑龙江哈尔

滨召开。会议听取了黑龙江、广东、福建、云南、陕西、湖南、四川等七

省疾控中心有关食品安全信息化建设现状，数据资源基础，工作思路及规

划等方面的介绍，共同研讨了食品安全大数据试点筹备工作思路、工作方

案及任务分工，针对食品安全风险技术支撑业务与信息化融合，多系统对

接，信息化标准体系等开展专题讨论。食品评估中心副主任严卫星出席，

七省疾控中心的 40 多位专家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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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动态 
 启动《2016年国家食品化学污染物及有害因素风险监测计划》制定工作 

为贯彻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关于编制 2016 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计划的指示精神，7 月 31 日-8 月 1 日食品评估中心在山东青岛召开 2016

年国家食品化学污染物及有害因素风险监测计划草案和工作手册编写研讨

会。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质检总局产品质量监督司、国家粮食

局标准质量管理办公室、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和部分省市

疾控中心的领导和专家以及食品评估中心的相关人员共 30 余人参加会议。 

 赴广东调研  学习质控经验 

为提高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质量和水平，学习和借鉴广东省在监测

质控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6 月 4-5 日食品评估中心组织全国 20 余个省、

市级疾控中心领导及中心相关部门人员赴广东调研。调研组参观了广东省

疾控中心和中山市

疾控中心实验室，查

看了近年来广东省

质量控制、质量管理、

监测风险评估及数

据通报等资料，听取

了广东省疾控中心

的监测质控管理经

验介绍。代表结合各地情况进行了比对讨论，总结了广东省可借鉴的工作

模式和工作经验，明晰了下一步工作思路。（质控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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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碍食品安全的疾病目录》研讨会在昆明召开 

为落实《食品安全法》关于食品生产经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的规

定，以及有关配套规章制度的制修订，受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委托，食

品评估中心于6月 8日在云南昆明组织召开了《有碍食品安全的疾病目录》

编制研讨会。来自国家和 13 省市从事行政管理、食品安全技术协调、实验

室检验、疾病防控、临床医疗相关的专家 40 人参会。专家结合我国、欧盟

及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关于食品生产经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的法规、规范，

对有碍食品安全的疾病种类、管理方式等进行了讨论，初步制定了症候群

结合病种的疾病目录，力求满足食品生产经营者和监管部门的日常管理及

从业人员健康体检的需要。 

 《2016 年食源性疾病监测计划》及配套文件编制已近尾声 

8 月 25 日，食品评估中心在洛阳召开《2016 年食源性疾病监测计划》

定稿会。会议审议了病例监测、暴发监测、人群调查、分子溯源、耐药监

测及专项监测等各部分

的监测目的、内容和结

果报送程序，并最终确

定了计划文稿。9 月 11

日，计划配套技术文件

《2016 年食源性疾病

监测工作手册》通过了

会议审定，对监测数据的采集、审核、上报等流程及数据的分析和利用做

了重点修订，丰富了质量控制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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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国家食品微生物风险监测工作手册》定稿会在无锡召开 

依照 2016 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的需要，食品评估中心于 9 月

15-16 日在江苏无锡召开了 2016 年国家食品微生物风险监测工作手册定稿

会。本次修订工作对以往使用发现的问题进行了修改、补充和完善，重点

规范监测采样,保证了具体操作的可行性和监测工作的科学性。(监测预警

部供稿) 

 

 标准进展 
 参加第 38 届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大会 

第 38 届国际食品法典大会于 7 月 6-11 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来自 140

个成员国家、1 个成员组织(欧盟)和 33 个国际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出

席了会议。中国派出了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工信

部和香港食环署的 20 名代表团参加会议。 

在食品评估中

心中国食品法典委

员会秘书处的充分

准备和组织下，代

表团积极参加了包

括食品中转基因技

术研讨会、法典在

线系统更新会、法

典信托基金讨论会和法典委员会主持国秘书处交流会等会议相关活动，充

分表达了我国立场，并在活动中与其他国家代表进行了积极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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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会议取得了圆满成果，通过了 35 项国际食品法典标准，19 项标准

新工作。通过的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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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我国主导制定的《非发酵豆制品区域标准》。《牛

生长激素最大残留限量草案》在讨论中仍然存在较大争议，大会决定将此标

准停留在第 8步，开放讨论，待取得进一步共识后再做决定。会议确定了国

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未来工作的 6个关键领域，包括：战略治理、应对新出现

的问题、共识、各法典委员会间的合作、执委会的有效性和代表性、执委会

和法典委员会的效率。本届食品法典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经选举获得连任，

马来西亚当选亚洲地区执委，印度当选亚洲地区协调员。(标准一部供稿) 

 美国-亚洲食品法典委员会研讨会在京召开 

8 月 17 日，美国-亚洲食品法典委员会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美

国农业部法典办公室主办，食品评估中心协办。会议目的是增强美国与亚

洲区域在国际食品法典领域的交流。美国大使馆农业参赞 Philip Shull 先

生和时任食品评估中心主任刘金峰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美国和亚洲国家

的 60 多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通报了第 38 届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会议有关情况，并就国际食品

法典标准制定过程、美国食品消费研究、中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等作

了专题介绍。与会代表还分组讨论了即将在 10 月和 11 月召开的国际食品

卫生法典委员会（CCFH）、营养和特殊膳食法典委员会（CCNFSDU）以及新

鲜水果和蔬菜法典委员会（CCFFV）的关注议题，充分分享会议信息，增进

理解和交流。(标准一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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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 2015 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会议 

为进一步做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受国家卫生计生委委托，

食品评估中心于 7 月 8 日在宁夏银川召开了 2015 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

评价工作会议。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副司长张志强，食品评估中心副主任

严卫星，宁夏自治区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杨淑丽出席会议并致辞，部分省、自

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

委及卫生监督机构食

品安全标准有关负责

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回顾了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

作的开展情况，讨论了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

评价工作思路，就跟踪评价工作职责、工作内容与要求以及如何开展专项跟踪

评价等内容进行了充分研究和讨论，并对下一步工作思路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召开第四次酒中氨基甲酸乙酯限量标准研讨会 

8 月 11 日，食品评估中心在京召开第四次酒中氨基甲酸乙酯限量标准

研讨会。标准起草组成员、检验方法主要起草人、食品评估中心相关部门

负责人、中国酒业协会等行业专家共 14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介绍了限量工

作组的工作成果，讨论了酒中氨基甲酸乙酯限量草案，确定了从成本-效益

的角度分析是否制定标准对经济的影响以及预估社会舆论风险等下一步工

作内容。该限量标准有望于今年年底前完成。（标准二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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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委会检验方法与规程分委员会召开第二十次会议 

7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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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召开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共审查标准 16 项，其中《食

品中展青霉素的测定》等 13 项标准通过审查；《食品中维生素 B12的测定》

和《食品中乳铁蛋白的

测定》两项标准需起草

人修改后函审；《食品中

亚硝酸盐与硝酸盐的测

定》标准需起草人修改

后会审。（标准二部供稿） 

 

 召开新版《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和方法》标准宣贯会 

为了配合新版《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和方法》的颁布，促进标准

在全国范围内的顺利实施，统一各级毒理学检验机构对标准的认识和理解，

食品评估中心于 9 月 24-25 日在北京召开了新版《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

程序和方法》的宣贯会。食品评估中心首席专家吴永宁研究员、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检验方法与规程分委会（毒理工作组）委员、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人员、新版各项标准起草人以及全国26省（市）

疾控中心食品毒理工作相关技术人员等共 100 余人参加了本次宣贯会。（毒

理实验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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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交流与合作 
 香港食物及卫生局代表团访问中心 

6 月 15 日，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常任秘书长谢凌洁贞女士一行四人访问食

品评估中心，中心党委副书记兼副主任卢江会见了代表团。卢江副书记回顾

了双方在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的技术支撑方面开展的合作与交流，简要介绍了

内地食品安全治理的最新进展，并就下一步陆港两地在食品安全能力建设、

信息共享、科研合作及科普宣教等方面提出了合作建议。谢凌洁贞女士对食

品评估中心长期以来给予香港食物及卫生局的帮助和支持表示感谢，并表示

将认真研究相关合作

建议，夯实双方具体

合作内容。国家卫生

计生委食品司、食品

评估中心相关部门负

责人和技术骨干参加

了会见。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工作组台方代表团访问中心 

8 月 26 日，食品评估中心副主任张旭东会见了来访的海峡两岸医药卫

生工作组台方代表团一行。双方就食品安全领域共同关注的问题和加强技

术合作交换了意见。张旭东副主任介绍了新《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评

估中心在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风险评估、风险交流等方面开展工作的情况。

台方代表表示，大陆的工作经验对台湾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希望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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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交流。国家卫

生计生委港澳台办、

食品评估中心相关

部门负责人参加了

会议。 

 
 
 

 风险交流 
 2015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国家卫生计生委主题日在中心举办 

2015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国家卫生计生委主题日活动暨媒体沟通会

6 月 29 日在食品评估中心举办，时任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司长苏志、宣

传司副司长宋树立、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主任李长宁、卫生监督中心副主任

高小蔷、时任食品评估中心主任刘金峰等领导出席，新华社、新华网、光

明日报、经济日报等数十家新闻媒体参加活动。 

沟通会上，苏志司长介绍了国家卫生计生委在食品安全标准、监测、评

估等方面的工作进展以及将下一步重点推进的工作。食品评估中心主任助

理王竹天研究员专题介绍了食品安全标准整合工作进展。现场媒体记者与

到场专家围绕儿童食品、反式脂肪酸、包装饮用水新国标等话题展开了互

动交流。 

 

 能力建设 
 召开信息技术团队高层次人才引进专家评审会 

6 月 10 日，食品评估中心在北京召开了信息技术团队高层次人才专家

评审会。评审专家委员会由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农科院、食品评估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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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单位的 7 位专家教授组成。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统计科学中心耿直

教授就生物信息技术团队建设和计划做了现场报告，评审专家针对食品安

全信息网络化建设问题进行了提问和交流，并根据现场报告和答辩情况提

出了评审意见。经综合评议，会议认为耿直教授符合引进要求。 

 食品安全实验室技术和管理培训项目顺利举办 

为进一步提升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能力和实验室技术分析水平，学习

国际先进经验，加快高层次食品安全专业人才培养，食品评估中心和美国

马里兰大学于6月 4-22日在美国共同举办了食品安全实验室技术和管理培

训项目。 

本次培训共开设了 3 个专题班，食品评估中心 12 名技术骨干分别参加

了培训。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综合培训班围绕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技术，采用

理论学习与模拟练习相结合的形式，系统学习了食品安全风险管理、风险

评估、风险交流技术和风险评估流行病学调查技术；化学污染物检测技术

培训班和食源性致病菌全基因组测序培训班分别针对化学污染物实验室检

测技术和食源性微生物检测技术，通过实验室操作与理论学习相结合，重

点开展了食品样品制备、

气相色谱和液相色谱法、

基因组测序和故障排除、

二代测序技术等培训。共

有来自美国食品药品管

理局、美国环保署、马里

兰大学、新泽西州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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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界的 18 位知名专家学者为本次培训授课。培训期间，学员与授课专家

及来自其他国家的学员积极交流互动，认真参与小组模拟练习、踊跃发言、

大胆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学习热情和精神风貌获得了美方高度评价。 

 举办公文写作与信息统计专题培训班 

6 月 23 日，食品评估中心结合“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组织开展了公

文写作与信息统计专题培训。来自国家卫生计生委、北京大学、中国疾控

中心等单位的 4 位专家分别就公文写作、食品与医疗大数据、移动医疗与

食品安全、食品安全事故调查主要方法等做了专题报告。专家将理论、案

例和个人经验相结合，讲解生动、深入浅出，使参加培训的职工普遍感到

有收获、有启发。 

 2015 年乳品检验技术培训班在中心举办 

为提升食品企业检验人员对风险物质的检验技术水平，加强对乳制品质

量安全控制，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和食品评估中心于 6 月 24-25 日联合举

办了 2015 年乳品检验技术培训班。本次培训以风险物质检验技术为重点，

对乳品中塑化剂、二恶英、壬基酚、硫氰酸盐、铬、羟脯氨酸、阪崎肠杆

菌和蜡样芽孢杆菌的检验技术进行了授课，来自全国乳品企业的近 100 位

检测技术人员参加了培训。 

 召开微生物团队高层次人才引进专家评审会 

6 月 25 日，食品评估中心在京召开了微生物团队高层次人才引进专家

评审会。来自军事医学科学院、中科院、中国农科院、中国疾控中心、北

京工商大学等不同单位的 9位专家教授参加了评审。爱尔兰都柏林大学 Sé

amus Fanning 教授就微生物团队的建设和计划做了现场报告并回答了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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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经过专家综合评议和填写评审意见，会议认为 Séamus Fanning 教授

符合引进要求。（微生物实验部供稿） 

 挂职服务 为地方资源引进做贡献 

食品评估中心韩蕃璠博士在国家卫生计生委选派的全国第十五批“博

士服务团”赴宁夏回族自治区挂职期间，主动了解当地医疗救助需求，发

挥服务作用，在她牵线帮助下，“斯达克-世界从此欢声笑语”国际助残项

目 8 月正式落地宁夏。该项目是宁夏迄今为止引进境外资源最多、救助范

围最广、社会影响最大的国际助残慈善活动。 

 举办 2015 年全国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培训班 

9 月 21-22 日，食品评估中心在宁夏银川举办了 2015 年全国食品检验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培训班。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疾控中心以及食

品评估中心理化实验部的 80 余名学员参加了培训。本次培训根据《2015 年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质控方案》，针对食品测量不确定度有关的管理要

求、技术规范和技术应用进行了讲解，为食品检验和质量管理人员理解和

掌握测量不确定评定，更好地完成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奠定了基础。 

 

 工作网络 
 践行三严三实  共谋合作发展 

为扎实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以从严从实作风促进干事创

业、推动改革发展，6 月 9日，中国科学院科技发展促进局局长严庆、副局

长段子渊带领相关院所专家走访食品评估中心，与时任时任食品评估中心

主任刘金峰、首席科学家吴永宁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就双方合作意向进行

了座谈交流。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综合与督导处处长孙燕荣受邀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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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通过交流，双方确定以国家在食品安全领域的重大需求为导向，以保

障国家利益和食品安全

为出发点，针对食品评估

中心在工作中面临的技

术问题，依托各自优势，

组织双方科研力量，在合

作研究、人员培养、联合

申报相关重大科研项目

以及国家重点实验室建

设等方面开展合作。（资源协作办供稿） 

 

 党群工作 
 召开“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学习系列活动 

 7 月 17 日，食品评估中心党委围绕“严以修身，加强党性修养，坚 

定理想信念，把牢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举行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第一次学习研讨会暨党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中心党委书记兼副主任卢江

做主题发言。她首先分析了为什么要严以修身，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

以建设高素质国家食品安全专业技术队伍为目标，从加强理论学习、强化

大局意识、加强制度建设、加强作风建设等方面讲述了她对严以修身的认

识和思考。王永挺等 6 位中层干部结合本职工作做了专题发言。 

会议传达了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金小桃近期提出的“五个坚持”工作

要求，即坚持思想先导、坚持依法履职、坚持慎对媒体、坚持从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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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底线意识，分析了中心内部管理、制度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存在的

“不严不实”问题，提出了改进对策与措施。 

 9 月 1 日，食品评估中心党委围绕“严以律己，严守党的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举行了第二次专题学习研讨

会暨党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中心副主任严卫星在主题发言中谈了对“严

以律己”的学习体会。他提出要扎实贯彻委党组工作要求，落实“五个坚

持”，处理好科研与技术支持、法定职责与社会拓展、优势专业与学科建

设、管理与效率等方面的关系，加强科研，夯实基础，依法履职，建设讲

政治、守规矩、听指挥的食品安全技术支撑国家队。会上，部分支部书记、

中层干部和青年代表结合自身工作交流了思想认识。 

 国家卫生计生委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王雪凝赴中心调研 

6 月 5 日，委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王雪凝到食品评估中心调研党建

工作，实地视察指导“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工作。王雪凝一行走访了获“全

国青年文明号”称号的

食品安全标准部、重点

实验室和评估部先进基

层党组织，听取了中心

工作、党建工作汇报，

认真回应了中心参会人

员对机关党委工作的意

见建议，对食品评估中心党委下一步工作提出部署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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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会议 
 全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优秀论文颁奖暨技术交流会在昆明召开 

为加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技术交流，提高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能力和学术

水平，表彰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优秀论文作者，食品评估中心于 7 月 23-24

日在在云南昆明举办了全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优秀论文颁奖暨技术交流会。

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副司长张志强，食品评估中心党委书记兼副主任卢

江、副主任严卫星和地方领导代表向获得 2014 年度全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优秀论文的作者颁发了奖状。张志强副司长、卢江书记分别就提高风险监

测工作专业技术水平和提高杂志学术质量提出了要求。会议对新修订《食

品安全法》有关风险监测的条款、食品安全有关技术问题、学术论文写作

等进行了报告交流。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事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优秀论文作者 120 余人参加了会

议。（《中国食品卫生杂志》编辑部供稿） 

 食品链脆弱性评估技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8 月 27 日，食品评估中心在京召开食物链脆弱性评估技术研讨会。与会

专家交流了全球食品欺诈现状、应对措施及食物链脆弱性评估工作，全球食

品安全倡议组织关于降低食品欺诈开展的脆弱性评估及控制计划以及欧美

等行动，欧盟地平线 2020 计划。会议研讨并提出了我国亟待开展脆弱性评

估的食品类别及评估技术框架，认为开展我国食品链脆弱性评估极为必要，

应重点围绕降低和控制我国食品的脆弱性开展工作，加强国内外合作和顶层

设计，切实提高我国食品安全的保障水平。 

食品评估中心总顾问陈君石院士、首席专家吴永宁研究员，美国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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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州立大学助理教授，全球食品安全倡议主管 John Spink 博士，中国肉类

食品研究中心院长王守伟研究员等专家参加了会议。（重点实验室供稿） 

 “523 计划”食品化学危害高通精准检测与暴露分析表征技术团

队召开学术报告会 

9 月 23 日，食品评估中心召开“523 计划”团队学术报告会。食品化学

危害高通精准检测与暴露分析表征技术团队负责人、环境与生物分析国家

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香港浸会大学）主任、香港浸会大学二恶英实验

室主任蔡宗苇教授做了题为“基于质谱的代谢组学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

分子毒理研究中的应用”

的报告。食品评估中心

杨林博士作为“523 计划”

重点培养的青年科技人

员目前正在蔡教授实验

室进行博士后研究，汇

报了她近半年的研究工

作进展和成果。报告会

后，团队成员针对团队承担的学科任务、建设方向、具体实施方案和人才

培养方式等进行了交流和讨论。（重点实验室供稿） 

 召开中美食源性疾病监测技术交流会 

美国疾控中心在食源性疾病监测、暴发识别、溯源调查、耐药监测及

负担研究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已成为全球学习的典范。为借鉴美国先进

经验，增进相互了解，9 月 24 日食品评估中心在北京举办中美食源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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