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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举科学大旗 促进行业发展 

本刊评论员 

在鲜花盛开的五月，我们协会在办公新址

第二次组织上海食品相关行业协会工作交流活

动，上海市食品、糖食制品、豆制品、肉制品、

茶叶、冷冻食品等行业协会秘书长和有关人员

15人参加。上海市工业经济联合会执行副会长

兼秘书长李鹤富、副秘书长周伟明及《工经联》

杂志编辑陈志刚等应邀参加。大家在一起探讨

协会共同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方向，李会

长提出如何创建更好的营商环境、在长三角一

体化进程中发展自己的产业。 

与会代表对上海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

协会几年来科学治会、勇于创新的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和高度赞誉，一致同意李会长建议：以

上海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为上海食品

相关协会的领跑者，加强相互之间的业务沟通

与合作。 

几年来，上海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

会秘书处工作人员虽不多，但工作务实，敢于

开拓，协会工作有成效，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行业协会要发展，关键是领导班子要

尊重知识和人才，科学治会。与会代表对我们协会有一支良好的专家队伍以及与相关人员密切配

合、努力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由衷敬佩。 

上海市食品添加剂行业协会成立于 2004年 1月，前身是上海食品添加剂协作组，当时都是

一批专家教授，如上海食品卫生监督所的袁亦丞、上海食品工业研究所的凌关庭、上海市科委的

姚焕章、上海化轻公司的纽竹安、上海染料所的施怀炯、上海联合食品添加剂公司彭瑞衍等。 

2004年至 2008年期间，协会规模不大，主要工作是协调企业与监管部门的关系，帮助解决

法规等方面的问题。 

2009年，《食品安全法》颁布，当时社会上由于受到“三聚氰胺”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一些

媒体对食品添加剂抹黑报道，使食品添加剂顿时成了“替罪羊”，对产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上

海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的专家们挺身而出，与这种误导宣传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什么叫“食品安全”？不是你无良知传媒人信口开河乱说的。2012 年 3 月，协会在市工业经

济联合会支持下，在上海市政协会议室举办市相关部门领导、执法人员食品安全沙龙活动，由协

会的专家们讲述食品安全的定义和相关知识，使与会者顿开茅塞，协会的领导也由此充分认识到

专家的重要作用。 

2014 年协会组建了第二届食品安全与食品添加剂专家委员会，专家在协会日常工作中坚持

“为企业服务、为行业服务、为政府服务”的宗旨，发挥了主导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向社会宣传普及食品安全和食品添加剂知识 

协会专家等人员积极编著食品安全和食品添加剂宣传手册，多年来向社会各界免费赠送几万

册，其中《何食为安》被列为重大惠民工程“农家书屋”的推荐书籍，向全国 27个省市 20多万行

政村推广。协会与博华国际展览公司连续十一年合办研讨会，为上海和全国食品相关产业技术管

理人员普及食品添加剂知识和应用技能。 

二、加强行业自律与培训，提高企业技术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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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每年对企业技术管理人员多次培训，加强会员单位的法律意识、自律意识，并多次组织

行业内技术人员职称评审，提高技术管理人员水平和企业等级。 

三、与监管部门取得沟通，为企业解决法规、标准方面问题；  

维护企业正当权益，与职业打假人等不法行为作斗争，例子不胜枚举。 

四、积极参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修订。 

协会专家和泛长三角食品添加剂协会合作，向上级有关部门建议修改不合理法规条款，其中

最突出的是修改环评分类，将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的环评分类从石油化工类改为按食品制造类。 

五、走向全国食品大平台，为行业协会赢得发言权。 

依托协会强大的专家队伍，从 2014年起，协会参加或独立完成多项国家食品添加剂安全标

准的制定；2016 年第一批获得团体标准的制定资格；主持编写全国“十二五”重点科技图书《中

国食品添加剂及配料使用手册》；首次编纂第一本《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年鉴（2016）》。 

成绩只能说明过去，行业协会面临的各种问题依然繁多，工作任务艰巨。协会领导要求专家

委员会的专家和有关人员，以“天下兴旺，匹夫有责”的精神，以全国食品安全为大平台，为企业、

为行业、为社会更加积极努力地工作。 

当前，国务院要求各地促进经济发展，努力改造营商环境，我们能做什么？ 

党中央、国务院推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上海是龙头，我们能做什么？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只要我们上下齐心，合力奋进，食品安全之花一定会开

得更加鲜艳！ 

 

近期信息 

上海市食品相关行业协会召开工作交流会 

呼吁通力合作为行业营造必要的生存发展环境，一致同意上海市工业经济联合

会（上海市经济团体联合会）李鹤富执行副会长建议：以上海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

行业协会为上海食品相关协会的领跑者，加强相互之间的业务沟通与合作。 

 

上海市食品相关行业协会工作交流会于 5 月 23 日在位于上海火车站联合售票大楼的上海市

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会议室召开，上海市食品、糖制食品、豆制品、肉制品、茶叶、冷冻

等食品相关行业协会秘书长和有关人员共 15 人参加会议。上海市工业经济联合会（上海市经济

团体联合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李鹤富、副秘书长周伟明及《工经联》杂志编辑陈志刚等应邀



 

 3 

参加。会议围绕当前的食品安全形势和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对行业生存与发展带来的困惑进行了探

讨交流，部署了即将于 6 月 19-21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的第二十一届亚洲食品配料中国展期间

召开第十一届食品安全与食品添加剂专题研讨会工作。李鹤富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在会上就如何

为上海相关食品行业创建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及借力国务院提出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努力发

展自己的产业讲了话，建议以上海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为上海食品相关协会的领跑者，

加强相互之间的业务沟通与合作。 

与会者共同分析了当前的食品安全形势，探讨了上海相关食品行业协会共同存在的问题和今

后的发展方向。 

食品安全执法和宣传，应该避免在消费者中造成不必要的恐慌。自从 2008 年发生三聚氰胺

奶粉事件后，广大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一直疑虑重重，高度戒备,加上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不

健全和无良媒体的夸大宣传，更加剧了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恐慌心理。上海市豆制品行业协会呼吁，

我国的豆芽加工应该出台统一的标准。目前，北京将豆芽定性为农产品栽培，上海将豆芽定性为

食品加工，这两种定性的标准相差甚远。由于媒体对毒豆芽的报道，消费者总是对豆芽有一种抗

拒心理。 

提高执法业务水平，科学理性地进行食品安全执法。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不健全，

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不足，部分执法者业务水平低，遇到一点问题就小题大做，或者被职业打假

人牵着鼻子走，影响了食品产业的营商环境。例如在豆浆中添加阿斯巴甜，以前的标准明确可以

添加，后来修订后没有明确写进标准，有企业没有注意就添加了，遭到职业打假人的举报和执法

部门的罚款，认为是有害豆浆，遭到执法部门罚款。又如，在海蜇产品加工过程中，必须使用明

矾，如果按照标准控制明矾使用的量，这个产业就无法生存。 

界定有毒有害食品，应以是否对人体健康构成危害为依据。与会者认为，无论是前些年的柠

檬黄染色馒头也好，还是添加了阿斯巴甜的豆浆也好，都是对人体无害的，添加了阿斯巴甜的豆

浆反而对糖尿病人有利。这些添加充其量是一种违规行为。上海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常

务副会长吉鹤立指出：“食品中存在有毒有害物质，要看是否对人体健康构成危害，如果不能构

成危害，就可以认为是安全食品。” 

上海市工业经济联合会（上海市经济团体联合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李鹤富在会上讲话强

调了四点： 

一、行业协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大家要以不断创新的精神努力把协会工作搞好。国务院专

门发文，明确了行业协会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地位，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行业协会

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天地。大家要增强协会工作的底气，增强协会工作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各协会要注意补充一批

年轻力量，使协会工作

充满朝气和活力。各协

会的秘书长要专职化，

以便有利于协会开展工

作。 

二、关心行业热点

难点问题，努力为企业

解决燃眉之急。食品行

业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息息相关，在座的各位

食品相关行业协会的领

导，要使协会的工作为

民生考虑，为老百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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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考虑。如豆制品的问题，能否通过联手、联动、联合的办法，召开专门的会议，研究解决豆

制品产业的营商环境问题。要做好宣传舆论引导，可以利用每年的“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进行

广泛深入的宣传，如豆制品中的嘌呤问题，要让痛风患者明白，只要做到总量控制，经常吃也没

有问题。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研讨，动员行业专业人士提出解决困扰行业发展问题的办法。 

三、健全行业协会党的组织，加强行业协会党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对行业协

会等社会组织改革方向更加明确。在加快行业协会改革发展的同时，明确提出加强党对行业协会

的领导，尤其是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动社会组织等在

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行动、增强合力。在座在各位都是协会的领导，要充分认识加强党的领导与

行业协会法人治理相融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促进二者相互作用、有机融合、同向发力，共同推

动行业协会持续健康发展。  

四、加强长三角一体化协作，做好一体化发展文章。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党中央着眼新时

代改革开放大局做出的重大部署，是习近平同志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构想不断发展升华的集中

体现。市工经联计划在今年 9 月份召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联席会议，解决长三角产业发展一盘棋

的问题。各协会要把本行业发展的有关决策部署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结合起来通盘考虑，紧紧抓

住和用好这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努力在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中展现本行业的作为和

担当，开辟本行业高质量发展新天地。 

李鹤富执行副会长最后建议：以上海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为上海食品相关协会的领

跑者，加强相互之间的业务沟通与合作。与会者一致同意。 

会议开始之前，与会者观看了上海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新布置的“协会园地”专栏，

通过组织架构、专家风采、创新特色、服务行业、广泛合作、科普宣传几大板块的了解，对上海

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近年来科学治会、勇于创新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誉。 

  

 

吉鹤立等著《何食为安？！中国食品安全知识手册》 

入选《2019 年农家书屋重点图书推荐目录》 
中国质量标准出版传媒 4 月 30 日讯【文化扶贫】为农家书屋打造精品图书 17 种图书入选

《2019 年农家书屋重点图书推荐目录》。吉鹤立等著《何食为安？！中国食品安全知识手册》列

入中国质量标准出版传媒《2019 年农家书屋重点图书推荐目录》17 种入选图书之首。 

据悉，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了《2019 年农家书屋重点图书推荐目录》（以下简称《推荐

目录》）。经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专家对全国出版单位选送的出版物进行评选，2019 年《推荐目

录》共推荐重点图书 1692 种。其中，中国质量标准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

的《何食为安？！中国食品安全知识手册》等 17 种图书入选，创下近年来入选品种数量的最高

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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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鹤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从高校退休后于 2006 年起进入上海市食

品添加剂行业协会先后担任正、副秘书长兼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现任协会常务副会长、行业协会

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主持协会日常工作。在协会工作期间，为向广大消费者普及食品安全和

食品添加剂常识，撰写了《老百姓身边的食品添加剂》、《食品安全与食品添加剂宣传手册》、《何

食为安？！中国食品安全知识手册》等科普读物，以铁肩担道义的精神和勇气，为食品安全呼吁，

为科学理性对待食品添加剂呐喊。《何食为安？！中国食品安全知识手册》从人们平常的饮食卫

生说起，用浅显易懂的道理，向读者讲述了什么是食品安全、食品的主要不安全因素及其来源、

如何提防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等，

讲述的食品安全知识，有些是人

们比较熟悉的，如粮食的重金属

污染、蔬菜的农药污染，有些是

人们比较陌生的，如环境激素对

人体的影响、食品原料中的过敏

原等，这对广大消费者、食品领

域从业者、食品安全执法人员来

说，是一本难得的食品安全科普

读物。 

农家书屋工程是党中央、国

务院确定的一项重大文化惠民工

程，是出版界服务“三农”发展的

具体举措。自 2007 年建设以来已

建成超过 60 万家，基本覆盖全国

所有行政村，在推动我国文化扶

贫，缩小城乡文化差别，增强农

民文化自信方面，做出了重大贡

献。自 2009 年以来，中国质量标

准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中国标准

出版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

极主动服务农家书屋工程建设，

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

发展，组织策划出版了“标准走进

百姓家”、“绿色乡村”等指导农村

农业生产科学发展、提升农民科

学文化素质的近百种系列通俗读物，发行覆盖全国 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20 多万个行政

村，有效满足了农民基本文化需求，推动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2018

年，中国质量标准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出版社）被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为农家书

屋全面建设十周年先进集体，全国 584 家出版单位中仅有 11 家入选。 

近年来，中国质量标准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出版社）积极响应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的指示号召，

在原国家质检总局的指导下，联合贵州、江西、河南、湖南、云南等地的原质监部门，依托当地

定点扶贫村的农家书屋，开展了质量标准农家书屋建设工作，为当地的贫困农村带去了大量读物

和公司自主研发的电子图书阅读系统，以文化扶贫助推精准扶贫，受到中宣部、原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和原国家质检总局领导的充分肯定以及贫困农村干部群众的一致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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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秘书处办公例会部署 4A 复评启动及近期工作 

4 月 28 日，协会秘书处召开为期一天的办公例会，部署协会 4A 等级复评启动及近期工作,

协会秘书处专、兼职人员共 9 人参加会议。 

上午会议由协会常务副会长吉鹤立教授主持。吉鹤立教授简要回顾了今年 1-4 月协会开展的

主要工作：1、顺利完成协会办公场地搬迁；2、圆满召开协会四届四次会员大会和四届九次理事

会；3、成立了协会第三届食品安全与食品添加剂专家委员会；4、与博华国际展览公司签定合办

第十一届研讨会合同，并推进组织落实；5、接受有关公司委托，参加食品添加剂项目投标。 

吉教授说，今年协会工作十分繁重，除了日常为会员服务工作外，还要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1、做好 6 月 19 日举办的第二十一届亚洲食品配料中国展研讨会组织工作；2、做好几个国家标

准制定的准备工作；3、2017 年、2018 年中国食品添加剂及配料年鉴组稿、编印；4、迎接 10

月份社会团体管理局对行业协会进行 4A 等级复评；5、组建泛长三角地区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

业协会专家委员会。6、举办香精调香师培训。 

大家对协会近期工作的安排提出建议，如今年研讨会的内容偏重香精香料，能否增加些食品

相关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这样可吸引更多行业和观众。又如 2017 年、2018 年中国食品添加剂

及配料年鉴组稿应加强宣传力度，动员更多企业和有关部门提供稿源。还有协会等级评估，从这

次项目中标看到，行业协会参与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十分必要。这项工作量很大，必须早安排并抓

好落实，组织协会专、兼职人员联手配合共同完成；还有香精调香师培训，要与上海交大有关部

门沟通，按照报名人数尽快落到实处。 

协会副秘书长、上海染料研究所总工、复评工作组长乐一鸣在会上做了 4A 复评动员。此前，

办公室已将近三年来协会各类档案整理归类十余本，编印目录，做好复评资料库工作；工作组副

组长刘静将评估项目分类细化到相关成员，打印成书面资料发给每人落实。周家春教授 2013 年

曾经参加协会第一次等级评估，有经验，他对照标准带领大家逐条议，逐条打分。香精香料专业

委员会主任崔岳第一次参加，他格外认真，不断提出问题，还当场寻找有关资料。 

下午，社团局领导张春桂应邀前来对复评会议进行指导。他指出：这次 2018 版社会组织评

估，与前几年相比要求更高，规范化程度更严，如党的建设一块，从原来 10 分增加到 40 分；资

产财务管理从原来 130 分增加到 185 分；还有，这次评估对协会开展创新工作可加分很多，你们

协会近几年来创新工作不少，好好总结可加分。张春桂要求评估工作应认真着手，以评促建，通

过评估复审，使行业协会工作更加规范，更好为企业服务，为社会服务。 

 

第 51 届国际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会议在济南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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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25 日，第 51 届国际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CCFA）会议在济南召开，来自

48 个成员国和 1 个成员组织（欧盟）及 33 个国际组织的 300 余名代表参加了本届会议。 

本次会议是中国担任 CCFA 主持国以来举办的第 13 次会议，会议为期五天，重点讨论食品

添加剂法典通用标准（GSFA）、食品添加剂编码系统（INS）、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

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优先评估的食品添加剂名单、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标准

（GFSA）的修订工作，审议 400 余条国际食品添加剂使用规定。 

会议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承办。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

任李斌，山东省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山东省副省长孙继业在开幕式当天会见了来自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的相关负责

人，并出席相关活动，国家卫生健康委食品司和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相关负责同志陪同参

加、中国食品添加和配料行业协会领导、中国发酵研究院工程师、多家企业代表出席，我协会委

派徐佳同志参加了会议。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领导来协会调研咨询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管理处副处长陈向容、科员许天乐于 4 月 18 日来我协会调

研咨询，协会常务副会长吉鹤立教授、秘书处徐佳接待了陈向容副处长一行。 

吉教授向陈向容副处长一行扼要介绍了协会的近期工作。几年来，协会在企业维权、管理及

技术人员法规和标准知识培训、企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国家相关食品安全标准及团体标准制定、

法规的修改、重要书籍编纂、食品安全及食品添加剂知识普及等方面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

得到上级有关部门肯定，得到泛长三角地区兄弟协会赞同和广大会员认可。国家关于食品添加剂

出台了许多法规，但是其中有些不完善、部分条款不合理，协会组织专家针对这些问题，联合泛

长三角地区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上书国家有关部委，受到重视并采纳意见，对部分法规

条文进行了修改，尤其是建议国家环保部对食品添加剂环评分类的修改，为企业争取到合理的生

存空间。 

协会联合泛长三角地区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的专家共同编写的国家“十二五”重点规划图

书《中国食品添加剂及配料使用手册》。协会组织编纂的《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年鉴（2016）》

获得成功，得到相关部门的认可。 

协会的工作成绩得到了陈向容副处长的充分肯定。陈向容副处长说，国家正在积极推进实施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把长三角建成贯彻新发展理念引领示范区，协会的

多项工作正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很好地将泛长三角专家资源汇聚在一起，有助于泛长三角食品

安全与食品添加剂行业的发展。 

陈向容副处长接着询问了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目前所遇到的问题与诉求，吉教授就食品添

加剂企业生产管理规、企业环评问题、部分企业产品标签标识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反馈，陈向容副

处长认真听取并对相关问题表态会继续跟进。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始于梦想，基于创新，成于实干”的嘱托，上海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

业协会联合泛长三角地区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积极开展工作，将更好服务企业、服务产业。 

陈向容副处长最后向吉教授咨询了一个政协提案，详见下文： 

《关于出口企业“健康证书”的答复》 

上海市政协委员提案：新食品企业，无法取得“健康证书”，产品无法出口怎么办？ 

回答：中国食品生产企业的生产监管，在 2017年以前，企业生产许可的安全标识为“QS”。

“QS”体现的是企业生产资质由政府担保，所以我国的进出口检验检疫机构为生产企业出具证明：

“健康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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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了，食品生产许可的安全标识由“QS”改为“SC”，意味政府不再承担担保责任，改

由生产企业责任人承担，企业产品出口，负责进出口的海关不再为企业出具“健康证书”。 

企业原来已有的“健康证书”可以继续使用，但是新办企业因政策改变，无法再得到“健康证

书”，对一些需要提供“健康证书”的国家，产品无法向这些国家出口。 

曾有企业找到我们协会，由我们协会出具了“健康证书”，产品顺利出口。但有些国家对协会

的“健康证书”不认可。 

 

CCFA摘要 

第五十一届国际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CCFA）会议摘要 

（根据张俭波研究员等人提供资料整理） 

2019 年 3 月 25 日至 29 日，第 51 届国际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CCFA）会议在山东省济

南市举行，来自 48 个成员国和 1 个成员组织（欧盟）及 33 个国际组织的 300 余名代表参加了本

届会议。 

会议重点议题：食品添加剂法典通用标准（GSFA）；统一商品标准和 GSFA 中相关食品添

加剂规定；FAO/WHO 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优先评估的食品添加剂名单等。 

一、通过会议议程（议题 1） 

委员会首先通过了会议议程，并同意了成立两个会间工作组： 

1．食品添加剂国际编码系统（INS）（比利时主持）； 

2．建议 JECFA 优先评估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国主持）。 

二、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和其他委员会提出的事项（议题 2） 

（一）第 41 届 CAC 提出的事项 

    第41届CAC会议请本委员澄清，对于同组的食品添加剂增加或删除其中某一个品种的程序。

本委员会指出在程序手册中已包含了增加某一品种食品添加剂到某一组食品添加剂中的程序，对

于 JECFA 建议 CCFA 增加的某一组食品添加剂，会在议题 3（a）“来自 FAO/WHO 和 JECFA 会

议的相关事宜”中讨论，讨论结果将在会议纪要和相应的附件中记录。 

（二）第 50 届 CCFA 提出的事项 

修改环己基磺胺酸盐的注释与 JECFA 中的“以…计”一致；对 JECFA 评估的六类食品添加剂

增加相应的注释。此外，本委员会还决定由 GSFA 电子工作组负责统筹考虑关于蔗糖脂肪酸酯

（INS 473）、蔗糖低聚酯 I 型和 II 型（INS 473a）和蔗糖甘油酯（INS 474）的使用规定，同时为

上述 3 中食品添加剂建立相应的组名称。 

（三）第 26 届 CCFO（脂肪和油脂委员会）提出的事项 

CCFO 委员会提出磷脂（INS 322（i））、柠檬酸三钙（INS 333（iii））和柠檬酸三钾（INS  

332（ii））在《食品添加剂功能名称和国际编码系统》（CXG 36-1989）中没有抗氧化增效剂功能，

请 INS 电子工作组考虑。 

三、来自 FAO/WHO 和第 86 届 JECFA 会议的相关事项（议题 3a） 

JECFA 秘书处通报了第 86 届 JECFA 会议的结果，并告知本委员会 JECFA 正在修订《食品

中化学物风险评估的原则和方法》（EHC240）中的一些章节，包括剂量反应模型和基准剂量方法

应用指南、暴露评估、酶制剂的评价指南。JECFA 秘书处向本委员会通报了碱性甲基丙烯酸酯

共聚物（BMC）（INS 1205）目前的评估结论是基于申请和材料提供者提供的使用量得出的。目

前毒理学数据显示 BMC 吸收量低，并且即使在最高剂量下也没有显示出任何对于健康的不良影

响。JECFA 秘书处还强调安全性评估只涵盖了 BMC 申请的使用范围和用量，即用于为固体膳食

补充剂包衣或上光、用于特殊医学用途食品、用于食品强化的微量元素胶囊化等。经第 86 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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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CFA 会议评估的食品添加剂详见下表： 

经第 86 届 JECFA 会议评估的食品添加剂 

INS 号 食品添加剂名称 对 CCFA 的建议 

1207 
阴离子甲基丙烯酸酯

共聚物（AMC） 

为证实残留单体丙烯酸甲酯致癌的可能，还需要更多数

据。第 86 届 JECFA 会议无法完成对该物质的评估。 

1205 
碱性甲基丙烯酸酯共

聚物（BMC） 

ADI 为“不需要限定”，制定了新的质量规格，建议将 

BMC 纳入 GSFA 表 3 在第 3 步征求意见，征集表 3 例

外的食品类别中 BMC 的使用情况及用量。 

127 赤藓红 维持原 ADI，0～0.1 mg/kg bw。 

132 靛蓝 维持原 ADI，0～5 mg/kg bw。 

 

万寿菊和玉米黄质来

源的叶黄素和叶黄素

酯类（合成） 

ADI 为“不需要限定“，原万寿菊和玉米黄质来源的叶黄

素（合成）的组 ADI 取消，将万寿菊和玉米黄质来源的

叶黄素和叶黄素酯类（合成）纳入 GSFA 表 3 在第 3 步

征求意见，征集表 3 例外的食品类别中该食品添加剂的

使用情况及用量。 

1206 
中性甲基丙烯酸酯共

聚物（NMC） 
临时 ADI 为“不需要限定”。 

420 山梨糖醇糖浆 ADI 为“不需要限定”。 

134 螺旋藻提取物 
临时 ADI 为“不需要限定”。JECFA 要求在 2019 年 12

月之前提供分析数据。 

四、第 80 届 JECFA 会议通过的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草案（议题 3b） 

    JECFA 秘书处通报了第 86 届 JECFA 委员会通过的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包括制定了 24 个

香料质量规格、修订了 3 个香料质量规格、维持了 45 个香料质量规格；制定了 6 个食品添加剂

的质量规格：碱性甲基丙烯酸酯共聚物（BMC）（INS 1205）、决明胶（INS 427）、赤鲜红（INS 127）、

木松香甘油酯（INS 445（iii））、靛蓝（INS 132）、万寿菊来源的叶黄素（INS 161b（i）），取消

了决明胶的临时质量规格，制定了 5 个食品添加剂临时质量规格：阴离子甲基丙烯酸酯共聚物

（AMC）（INS 1207）、柠檬酸脂肪酸甘油酯（INS 472c）、变性淀粉、中性甲基丙烯酸酯共聚物

（INS 1206）、螺旋藻提取物（INS 134）。本委员会同意将上述状态为“完整”的食品添加剂质量

规格提交第 42 届 CAC 会议在第 5/8 步采纳。 

五、认可和/或修订法典标准中食品添加剂和加工助剂的最大限量（议题 4a）和协调一致产

品标准和 GSFA 中相关食品添加剂规定（议题 4b） 

    本委员会同意了在香辛料产品标准中关于食品添加剂的规定修改如下：“列于 GSFA 表 3 中

的抗结剂可以用于符合本标准的粉末状产品”；采纳了干制或脱水蒜、干制牛至、干制罗勒、干

制丁香中等香辛料产品标准草案中关于食品添加剂的规定；未采纳干制或脱水姜标准草案中关于

食品添加剂的规定，因为氧化钙和二氧化硫是作为食品添加剂还是加工助剂使用尚未明确，需要

香草和厨用香料法典委员会（CCSCH）澄清。同时告知 CCSCH 如果作为加工助剂使用应符合

《用于加工助剂物质指南》（CXG 75-2010）。 

本委员会还讨论了如何区分香辛料产品标准属于香草还是香料，法典秘书处指出 CCSCH

有这两种产品的简单列表，其中牛至和罗勒列在厨用香草名单中，另三种产品列在香料名单中。 

六、建议 JECFA 优先评估的食品添加剂名单（议题 7） 

中国作为 JECFA 优先评估会间工作组主席向本委员会介绍了电子工作组讨论情况及结论：

同意了对通知（CL）的修改；因为 JECFA 已将结冷胶（INS 418）列入下届会议评估计划、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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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胱氨酸盐酸盐（INS 920）尚无 JECFA 质量规格因此不符合列入 GSFA 的要求、抗坏血酸钾（INS 

303）无成员提供数据供 JECFA 评估，因此将上述从优先评估名单中删除。本委员会采纳了修

订后的通知，同意将修订后的优先评估名单提交第 42 届 CAC 委员会采纳并交由 FAO 和 WHO

进行后续工作。 

 

研讨会信息 

研讨会通知 

第二十一届亚洲食品配料中国展于 2019 年 6 月 19 日-21 日移师虹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上

海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受展会方委托，举办为期一天的“食品安全与食品添加剂”专题研

讨会。 

时间：6 月 19 日上午 10：00～下午 3：30（为参会者提供午餐） 

研讨会题目如下： 

一、长江经济带战略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上海社科院 创新经济研究室主任 《上海经济》常务主编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上海分中心副秘书长                       陈建勋 研究员 

二、国内外食品添加剂标准比对               

上海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                           吉鹤立 教授 

三、食品、食品添加剂企业认证 

美安康质量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斯  榕 女士 

四、团体标准制定规范和市场竞争             

华东理工大学 生工学院                                     周家春 教授 

五、 天然芳香植物蒸馏精油质量与设备 

            陕西轻工研究院                                            王渭川 高工 

六、国内外调香技术水平现状                 

上海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协会香精香料委员会主任          崔  岳 高工 

 

年鉴征稿 

《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年鉴（2017）（2018）》编纂工作紧张进行 

热烈欢迎广大会员及相关企业踊跃投稿 

经过编委会和编辑部成员的积极努力，《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年鉴（2016）》于 2018 年 12

月正式出版发行。编纂出版《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年鉴》，对于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

来说，是一项拾遗补缺，填补空白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得到了国家有关部

门领导的赞扬和肯定。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营养和食品安全专家陈君石老先生欣

然提笔为年鉴作序，更使得年鉴增添了含金量。 

《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年鉴》是一部传播知识、提供情报和资料的大型工具书，编纂《中

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年鉴》，是有益于行业发展的大好事。为了把《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年鉴》

编纂成高密度、大容量的知识、信息、文献、资料综合体，使年鉴忠实地记录行业发展的历史足

迹，真实地反映各相关企业的经营状况，为行业人士和后来者借助年鉴分析行业发展规律、科学

预测研究行业发展趋势、指导行业和产业发展提供帮助和便利，进而推动食品添加剂与配料行业

健康持续发展，编辑部热忱期望广大会员及相关企业，积极提供本企业在创业中所创造的科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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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创新产品、管理经验、先进典型等，为今人和后人留下有价值的文史资料。 

目前，《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年鉴（2017）（2018）》编纂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希望各相关

企业领导积极配合，高度重视征稿工作，指定有关人员抓好落实，于 6 月底前完成投稿。 

投稿热线：021-63170092 吉鹤立     

13818186059 王武航 

13651108839 薛红梅 

投稿邮箱：cfaiyb@163.com 

 

等级评估 

协会向会员单位发出“会员评价表” 

行业协会自 2014 年获得中国社会组织 4A 评估等级以来，至 2019 年 10 月将五年到期。根

据《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民政部令第 39 号）有关规定，社会组织评估等级共分为 5 个等级，

有效期为五年。为了迎接配合 2019 年 10 月复审工作，协会对照经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局长办

公会议通过的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上海市社会组织评估指标（2018 版）》评估要求，实事

求是地开展自评工作。协会积极履行行业自律、维权、协调、服务于广大会员单位职能，持之以

恒抓规建，让协会焕发新能量。 

希望广大会员单位结合本单位生产、经营、科研等方面等的情况，对协会近三年（2016 年

—2018 年）工作对照评估标准给予书面评价（见附表“内部评价”），对协会今后的工作提出意见

和建议，作为协会复评时资料之一。 

内部评价表分四类： 

（1）会员评价  对召开会员大会、民主办会、信息公开、维护行业利益、接受会员监督、

会费管理等内容的评价；近三年的书面评价材料。 

（2）理事评价  对领导班子、规范化管理、财务公开、创新能力的评价；近三年的书面评

价材料。 

（3）监事评价  对单位非营利性、财务管理、领导班子履职、重大事项民主决策、规范化

管理的评价；近三年的书面评价材料。 

（4）工作人员评价  对领导班子、规范化管理、财务管理、行业影响力、业务开展情况、

工资福利等评价；近三年的书面评价材料。 

敬请注意：会员单位填（1）；理事单位填（1）（2）；监事单位填（1）（3）                 

评价表请于 6 月 20 日前反馈给协会等级评估工作组，谢谢支持配合。 

 

会员之窗 

新副会长单位： 

索尔维（镇江）化学品有限公司 

索尔维（镇江）化学品有限公司是比利时索尔维集团在镇江新区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前身是罗地亚（镇江）化学品有限公司。索尔维香精香料及功能化学品事业部于 2015 年在

镇江厂区投资建立新的一体化生产线，致力于本土化生产罗唯安®（Rhovanil®）香兰素系列产

品。 

索尔维拥有上百年香兰素生产历史和销售经验，独有的专业能力保证了食品安全并推进可持

续发展文化。索尔维将 1/3 的投资用于建立一套拥有专利的废水处理工艺，且遵循 CJ343-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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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标准中最严格的污水排放标准；利用尖端的污染物分离管理系统进行有机物分离及能源效率

提升。 

索尔维亚太区食品应用实验室位于上海。针对不同食品市场和产品，利用索尔维独有的香草

解决方案，提供应用技术服务。特别是在保健食品，糖果，巧克力，冰激淋，烘培，饮料及炒货

等行业有独特的优势。  

在不断的创新推动下，索尔维致力于为食品与饮料行业提供更天然、安全和健康的产品。2019

年 3 月 18 日，索尔维面向中国正式推出全新不含转基因成分的香兰素：采用米糠为原料的天然

香兰素 Rhovanil ® Natural CW (符合欧盟天然香料定义)和在保证味觉、营养及质量的前提下，作

为合成香兰素取代品的 Rhovanil® US Nat （符合美国天然香料定义）。以及基于 Rhovanil ® 

Natural CW 的 Vanifolia ® 香草产品。如果想进一步了解索尔维香兰素，请发邮件至：  

销售经理  罗小琴女士  laura.luo@solvay.com 

技术支持  薛晓黎女士  xiaoli.xue@solvay.com  

市场营销  王  静女士  jing-joyce.wang@solvay.com 

 

新会员单位： 

美安康质量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美安康质量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Anchor Center For Certification, ACC）成立于 2015 年 7 月。

受益于上海自贸区改革的红利，美安康引进了美国先进的“第三方实验室”理念，专为中国食品企

业提供集研发、检测、认证和咨询的 “一站式解决方案”，是上海自贸区扩区后引进的第一家外

资研发检测认证机构。 

美安康上海实验室占地 1200 平方米，拥有世界先进的食品研发和检测设备，并获得了 CMA、

CNAS 认可资质。美安康也是经 CNCA 批准的专业从事有机产品、良好农业规范（GAP）、自愿

性产品认证（PV01、PV03）的认证机构。 

美安康技术团队拥有 2 位国家千人计划人才，以及国内外食品、药品、膳食补充剂领域 45

位以上法规、技术方面的专家。美安康还与美国、新西兰的食品研发、检测、质量领域知名的企

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为国内企业提供国际化的服务。 

美安康在 2017 年成功入选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十大经典样本企业”，在 2018 年

5 月成功注册海南分公司并落户海口高新区，以不断开拓的精神服务全中国。 

    业务联系人：詹俊杰      联系电话：15021866390   

    邮箱：james.zhan@acclab.cn 

 

上海翠凌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翠凌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各类颜色配套的香精瓶、香水瓶、膏霜瓶、塑料滴管、

闻香架、闻香本等，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广泛适用于香精香料、生物科技、化妆品等行业。 

公司也可根据客户所要求或提供的实样定制各类玻璃制品，并可为客户提供开模、设计、印

刷、烫金等各类服务。 

公司信守“以品质为根本，服务客户为宗旨”的经营理念，以快捷、优质的服务赢得广大客户

的信赖。 

公司坚持以开拓创新、求实、高效的企业精神，积极实施管理改善，不断规范管理、以诚信

为本、规范服务，为实现公司的远景目标而努力奋斗！ 

联系人：李明奇                        联系方式：021-64580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