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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策法规与政府监管动态】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春节期间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的通知 

        近期，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对部分省市春节期间食品安全工作情况开展了联合督查。从督

查情况看，各地高度重视春节期间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认真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取得了明

显效果，食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但仍存在一些食品安全问题隐患，需要引起各地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针对督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总局已经发布了《春节期间鲜活农产品

监管与消费提示》。为进一步解决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现就进一步加强春节期间食品安

全监管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加大重点食品监督检查力度，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二、加强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妥善处置应急事件。 

        三、发布春节期间食品消费提示，健全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 

        四、密切关注舆情信息，及时引导舆论。 

        五、严格落实值班责任，加强春节及“两会”期间的值班值守。 

 

详细链接：http://www.sda.gov.cn/WS01/CL0851/114526.html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5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要点的通知 
 

        2014 年各级农业部门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依法履职，扎实工作，深入开展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年活动，落实强化监管八项措施，取得了较好成绩。全年未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

全事件，蔬菜、畜禽和水产品监测合格率稳中有升。 

        2015 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的开局之年。继续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巩固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任务艰巨、责

任重大。2015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全国农业工作会议

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努力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目标，以深入推进农产品质

量安全执法年活动为总的抓手，以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为重要载体，坚持“产出来”和“管

出来”两手抓，强化源头治理和执法监管，大力推行标准化生产和全程控制，推进监管能力和

http://www.sda.gov.cn/WS01/CL0851/1145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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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机制建设，确保主要农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稳定在 96%以上，切实维护公众健康和消费

安全，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和可持续发展。 

一、 深入推进专项整治 

二、 抓好质量安全县创建 

三、 加快标准制修订进程 

四、 稳步发展“三品一标” 

五、 强化监测评估预警 

六、 加快推动追溯体系建设 

七、 探索构建产地准出市场准入机制 

八、 认真做好应急处置 

九、 加强基层监管能力建设 

十、 加强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 

详细链接：http://www.moa.gov.cn/govpublic/ncpzlaq/201502/t20150215_4411876.htm 

 

农业部关于印发《2015 年动物及动物产品兽药残留监控计划》的通知 

        为加强兽药残留监控，保障动物源性食品质量安全，农业部制定了《2015 年动物及动物

产品兽药残留监控计划》，现进行了印发，并就组织实施、抽检要求、结果处理、工作要求等

有关事项进行了通知。 

详细链接：http://www.moa.gov.cn/govpublic/SYJ/201502/t20150212_4408142.htm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业部 2015 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工作

方案》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履行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赋予的

职责，切实做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工作，农业部制定了《农业部 2015 年农业转基因生

物安全监管工作方案》，现予以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该工作方案中的总体思路：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积极研究、慎重推广的转基因工作

要求为指导，紧紧围绕农业部中心工作，按照体系工作法，认真落实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职责。

坚持属地化管理制度和研发者“第一责任人”责任的落实；坚持抓主抓重、严控源头，以转基

因水稻、玉米为重点，加强对重点区域、重点单位和重点环节的监管；坚持齐抓共管、严格执

法，严查未经安全评价和品种审定转基因产品的非法扩散，确保将 2015 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

http://www.moa.gov.cn/govpublic/ncpzlaq/201502/t20150215_4411876.htm
http://www.moa.gov.cn/govpublic/SYJ/201502/t20150212_44081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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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监管任务落实到位，保障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产业健康发展。 

        该工作方案中的工作重点：以水稻和玉米为重点，瞄准重点单位、重点环节和重点区域，

深挖扩散源头、严查农产品市场、强化执法监管、加强科普宣传，杜绝非法种植，防止未经安

全评价的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流入市场。 

详细链接：http://www.moa.gov.cn/govpublic/KJJYS/201502/t20150228_4420061.htm 

 

农业部关于做好 2015 年畜禽屠宰行业管理工作的通知 

        为全面落实中央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切实加强畜禽屠宰行业管理，努力

确保肉品质量安全，现就做好 2015 年畜禽屠宰行业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对畜禽屠宰行业管理的组织领导 

        二、积极协调，大力推进市县畜禽屠宰监管职责调整 

        三、精心组织，加快屠宰法规标准体系建设 

        四、突出重点，切实加强畜禽屠宰行业管理 

        五、统筹协调，稳步推进畜禽屠宰行业转型升级 

        六、常抓不懈，着力提升畜禽屠宰行业管理能力 

详细链接：http://www.moa.gov.cn/govpublic/SYJ/201502/t20150202_4385710.htm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保监会关于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

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国发〔2012〕20 号）、《国务院关于加

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9 号）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4 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国办发〔2014〕20 号）精神要求，为鼓励地方开展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推动建立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制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完善

食品安全社会治理体系，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 

二、明确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基本原则 

三、确定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试点范围 

四、合理设计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 

五、建立健全食品安全风险管理机制 

六、完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理赔机制 

七、加强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组织实施 

http://www.moa.gov.cn/govpublic/KJJYS/201502/t20150228_4420061.htm
http://www.moa.gov.cn/govpublic/SYJ/201502/t20150202_43857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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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链接：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168/info3949686.htm 

 

【国外政策法规与政府监管动态】 

美国农业部修订沙门氏菌和弯曲杆菌抽样评估计划 

        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FSIS)1 月 21 日宣布，作为“沙门氏菌行动计划”的主要步骤，

为了降低禽产品沙门氏菌和弯曲杆菌污染，农业部决定修改沙门氏菌和弯曲杆菌的抽样计划，

对非即食粉碎鸡、火鸡产品和生鸡块中沙门氏菌和弯曲杆菌的执行标准、相关验证程序及对机

构抽样方法进行修改。新的标准将对禽产品加工采取全年定期抽样检测评估的方法，以取代以

往在产品加工期间的不定期抽样方法。 

详细链接：http://jckspaqj.aqsiq.gov.cn/wxts/gwflfg/201503/t20150303_433438.htm 

 

【热点问题播报】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组织开展春节期间食品安全联合督查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精神，自 2015 年 2 月 4 日起，国务院

食品安全办会同农业部、卫生计生委、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中国铁路总

公司等部门组成 5 个联合督查组，在要求全国各省（区、市）开展春节期间食品安全大检查的

基础上，重点对河北、吉林、江西、山东、湖北、广东、海南、重庆、四川等 9 个省（市）食

品安全工作进行联合督查。通过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和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现场检查、明查暗访、

座谈调研等方式，督促各地进一步加强春节期间食品安全工作，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全面排查

风险隐患，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详细链接：http://www.cfda.gov.cn/WS01/CL0051/114260.html 

 
 

全国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和预警交流工作会议在吉林召开  

2015 年全国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和预警交流工作会议于 2 月 5 日至 6 日在吉林召开。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国务院食安委第二次全体会

议精神，认真落实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要求，总结 2014 年食品安

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168/info3949686.htm
http://jckspaqj.aqsiq.gov.cn/wxts/gwflfg/201503/t20150303_433438.htm
http://www.cfda.gov.cn/WS01/CL0051/1142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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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抽检监测、预警交流和统计分析等工作，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部署 2015 年工作,现场考察

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样品采集移动终端系统在吉林市试点情况。总局副局长滕佳材同志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2015 年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和预警交流工作要重点抓好八个方面的工作。 

 坚定不移推进“四统一”。 

 毫不放松坚持问题导向。 

 依法及时处置问题产品。 

 创新手段深挖数据价值。 

 积极稳妥公布抽检信息。 

 严格管理承检机构。 

 努力推动风险预警交流工作。 

 深化统计分析工作。 

详细链接：http://www.cfda.gov.cn/WS01/CL0050/114180.html 

 

【行业动态】 

食品相关产品标准整合调研会在沪召开  

为了解 2015 年食品相关产品标准整合项目工作进展，推动标准整合任务按时保质完成，

提前解决标准整合工作中的技术问题，1 月 29 日-1 月 30 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秘

书处组织召开标准调研会对 2015 年食品相关产品标准整合进行调研。来自上海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单位的食品相关产品标准

整合专家组成员、起草人、专家以及行业企业代表共 24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国家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中心朱蕾副研究员主持。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标准处史根生处长、国家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中心王竹天主任助理和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顾振华副局长出席了会议。 

会议听取了《涂料和涂层》、《橡胶》、《金属和合金》、《纸和纸板》、《塑料》、

《塑料树脂》等 6 项标准整合工作进展的汇报，并对整合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展开讨论。会

议主要就《涂料和涂层》的适用范围，弹性体材料类别的归属，《金属和合金》标准的框架结

构和相关限量指标的设定，《纸和纸板》中防腐抗菌剂的限制性要求，塑料及树脂中使用的生

产助剂类物质的规定及新批准的树脂中可使用的添加剂等关键技术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会议

还针对产品标准与基础标准之间需要协调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讨论，最终形成统一处理原则。

此外，会议还对 2014 年预计完成的两项标准《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和《食品

http://www.cfda.gov.cn/WS01/CL0050/1141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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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材料及制品迁移试验预处理方法通则》草案进行了讨论。 

详细链接： 

http://www.cfsa.net.cn/Article/News.aspx?id=4A5020E03408FE04BC4ABD53D25D5C86BE9F9B5C7F0BE4

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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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总师陈君石院士主持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技术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

书长、副秘书长、各专业分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参加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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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斌同志充分肯定了食品安全标准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强调要进一步增强标准工作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食品安全重点工作要求，切切实实完成好 2015 年食品

安全标准各项工作。 

金小桃同志传达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精神。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

向会议通报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整合工作进展情况。委员会秘书处做了 2014 年度工作报告。

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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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五年的建设，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风险评估方法和体系框架已与国际接轨，标

准的科学基础逐步完善，标准工作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为保障消费者健康、促进食品行业

有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详细链接： 
http://www.cfsa.net.cn/Article/News.aspx?id=62F38EBC26E64E31CA94FD764DAB3FA55CBC9B1866E917
1D 
 

 

【科学声音】 

陈君石全面剖析解读食品安全问题 
 

        2 月 28 日，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做客

新华网，从以下方面全面剖析解读了食品安全问题。 

http://www.cfsa.net.cn/Article/News.aspx?id=4A5020E03408FE04BC4ABD53D25D5C86BE9F9B5C7F0BE49C
http://www.cfsa.net.cn/Article/News.aspx?id=4A5020E03408FE04BC4ABD53D25D5C86BE9F9B5C7F0BE49C
http://www.cfsa.net.cn/Article/News.aspx?id=62F38EBC26E64E31CA94FD764DAB3FA55CBC9B1866E9171D
http://www.cfsa.net.cn/Article/News.aspx?id=62F38EBC26E64E31CA94FD764DAB3FA55CBC9B1866E917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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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食品安全”问题纯属误读：如果把所有的食品质量问题都算作是食品安全问题，

那无形中就大大夸大了食品安全问题的数量，这正是老百姓感觉到食品安全问题多的

重要原因。 

 食源性疾病是头号食品安全问题：从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性来看，相对于国内消费者普

遍关心的食品添加剂、农药残留等问题，食源性疾病的危害性更为严重。 

 政府监管与生产者自律应有主次之分：避免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既需要政府的监管，

也需要生产加工者的自律。 

 合理膳食可预防 40%的患癌风险：防癌除了要知道哪些食物不能吃，更要懂得该吃什

么。仅存在烤鸭皮里面的致癌物含量本身很低，所以这种致癌物进入人体的量很少，

频率也很低，所以不足以引起癌症，只要不是天天吃就不足以成为患癌的主要原因。 

 确保食品安全要更多依靠企业自律：对于食品安全，政府要全部实现监管也有难度，

这绝不是在为政府推卸责任，而是要让广大消费者清醒地认识到，食品安全仅仅靠监

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更多的要靠食品生产企业的自律，让更多的消费者参与到食品

安全的监管中去，通过各方的努力形成社会共治的良好格局。 

 

详细链接：http://www.xinhuanet.com/edu/xhhkt/20150228a/index.htm 

 
 

关于诺如病毒的科学解读 

刘秀梅，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技术顾问、研究员 

李凤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微生物实验部主任、研究员         

据媒体报道，深圳市龙岗区一所学校从 2015 年 1 月 5 日开始，有 140 名学生陆续出现不

同程度的呕吐腹泻。当地多个部门介入此事的调查处理，经检测确定引发此症状的原因为诺如

病毒。         

专家认为：诺如病毒是重要的食源性病毒，食物和水是诺如病毒传播的主要载体。诺如病

毒致病力强，常引起以腹泻为主要症状的感染性疾病。国内外均已开展对诺如病毒感染的研究

及预防。 

      专家建议： 

  1．监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强食源性诺如病毒风险管理。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加强对高危食

品和餐饮食品的监督抽检，特别是加强对学校、幼儿园食堂等的食品安全监管，并加大对有关

生产经营者的规范、指导。 

  2．技术机构应提高病毒检测和监测能力。相关机构应加速开展标准化检验方法的研究与

培训，重视和加强食源性诺如病毒感染的监测和信息报告，并结合国内外诺如病毒的流行趋势

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3．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增强防控意识。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应制定科学有效的管理措施，

特别注意加强对食品从业人员的管理，如发现感染应立刻令其脱离岗位，直至痊愈，以最大限

度降低诺如病毒的传播和感染风险。 

http://news.xinhuanet.com/food/2015-02/28/c_1114470508.htm
http://news.xinhuanet.com/food/2015-02/28/c_127529315.htm
http://news.xinhuanet.com/food/2015-02/28/c_1114473165.htm
http://news.xinhuanet.com/food/2015-02/28/c_1114471791.htm
http://news.xinhuanet.com/food/2015-02/28/c_127529196.htm
http://www.xinhuanet.com/edu/xhhkt/20150228a/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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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消费者应注意个人卫生习惯。预防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的发生，除控制食品不被污染

外，还应提倡广大消费者养成健康的饮食、饮水和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例如，生食水果和蔬

菜前应认真清洗，饭前便后勤洗手，老人、儿童和体弱多病者最好不要生食水产品及蔬菜。 

详细链接：http://www.sda.gov.cn/WS01/CL1679/114664.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1679/11466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