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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告（Ⅱ）

周光宏 教授，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南京农业大学校长

关于“红肉”的中国声音

2015年，WHO下属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发布报告，将加工肉制品列为1类致癌物，将红肉列为2A类
致癌物，当时国内外媒体纷纷报道，多国专业组织表示质疑，对肉类产业造成巨大影响。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
会在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的支持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明确质疑红肉与肉制品致癌的结论，认为将红肉和
加工肉制品列为致癌物的说法，缺乏充分证据、以偏概全、结论草率，建议撤销。事后世界卫生组织公开回应
此事，称IARC的分级报告“有缺陷”，导致“被误读”。我在2017年第63届国际肉类科技大会上，曾公开质疑
红肉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对红肉的定义存在差异，使得“红肉”的概念令人混淆。2017年，红肉和肉制品
从IARC致癌列表中“下架”。建议不要再用红肉和白肉来划分肉类，应加强肉类食品营养与人体健康研究。

陈君石 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总顾问

加强对抗菌药耐药性的遏止刻不容缓

抗菌药耐药性（AMR）问题是当前对全球公共卫生最复杂的威胁。世界卫生组织告诫全世界，今天不采
取行动，明天将无药可用。为此，联合国“三驾马车”（世卫组织、粮农组织和动卫组织）颁布了全球行动计
划，中国也发布了国家行动计划，并已在减少（人、动物）抗菌药的使用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然而，中国还
缺少不少基础信息，包括中国的AMR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对（人和动物）健康的危害以及环境影响有多大
（包括经济损失）、抗药基因有哪些及其传播途径和后果。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广泛和深入地研究，才能制定
合乎国情的控制措施。当前的国际共识是应对AMR问题，必须遵循One Health原则，即覆盖人、动物、食品、
环境的健康，而不是单打一。建议除了预防医学外，联合其他相关领域，共同攻关。

Frans Kampers 博士，Innovative Technologies执行官、瓦赫宁根大学教授

2030食品的创新与趋势分析

我们研究的重点不应仅放在食品安全方面，还应包括充足的粮食供给、食品营养，以及其他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这些目标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息息相关，包括：一、提供充足、健康的食品；二、食品生产必须考
虑对环境的影响；三、保证资源的有效性；四、加强技术创新，给予小型食品生产商一定支持。这四个目标相
互之间紧密联系。未来，人类将从摄入动物蛋白转向植物蛋白；基因编辑技术将为人类健康带来益处；对食品
的食用方式和消费方式也将发生变化；食品行业的数字化和技术创新将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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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发政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
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

Nigel French
新西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梅西大学食品安全与兽医公共卫生学教授、新西兰食品安全科学与
研究中心主任

中新食品安全防护网及对中国的借鉴

新西兰的产品不仅针对新西兰消费者，还针对全球消费者。目前所有食品行业不可能一点问题都没有。在
初级产品生产方面，要保证化学、物理和微生物污染不进入供应链，另外某些行业之间存在交叉，要注意污染
物在不同行业之间的传导。食品生产还会影响到园艺业、林业、渔业，所以供应链管理非常重要，需要有核心
技术保证供应链的完整性和可信度。此外，新西兰非常重视垃圾的减量。建立新西兰食品安全科学研究中心，
可保护或提高新西兰食品的质量，保证新西兰食品在全球消费者中的公共健康水平。构建中新食品安全防护
网，能够加强中新两国科研机构的交流以及合作，制定更好的公共政策，从而减少食品链中的潜在风险。

陈福泉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今年是三聚氰胺事件十周年。经过十年的“浴火重生”，我国
原料乳的质量和安全水平显著提升，生鲜乳质量已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得益于产业升级，行业集中度显著提高。在严格的质量安全管
控下，乳制品抽检合格率高居所有食品种类首位。随着全球化不断
加速，中国乳制品的影响力也在逐步提升。一方面，外资企业纷纷
进入中国建厂。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也在争相“走出去”，获得了
外国消费者的广泛认可。当前中国乳制品的质量和安全水平是历史
最佳，而对于“三聚氰胺”事件的思考还在继续。

近十年来，在各方大力支持和行业共同努力下，我国乳业取得
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中国乳业已具世界先进水平，中国乳业发展
进入了最好时代。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奶业产量、产值均有提升。
我国乳业实施了全产业、全方位的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一批产量
大、质量好、市场占有率高的大型骨干企业和名牌产品也在逐渐形
成。中国乳品企业也正在以开放的胸襟拥抱世界，加快“走出去”
步伐，全力实现从“中国企业”向“全球企业”跨越。

张国强

内蒙古优然牧业有限责任
公司达旗风水梁牧场经理

Coen Wantenaar
Wantenaar牧场

对于原料乳，不仅要追求高
产，还要优质，并且保证奶牛的健
康与长寿。需从供应链管理、生产
过程、追溯系统、健康牛优质奶、
管理体系分别控制。

对原料乳生产链上的每个环
节都应严格把控。根据奶牛月龄不
同，做好数据管理，便于原料乳产
品的追踪和溯源。应尽可能降低奶
牛的应激反应，从而产出高品质的
牛奶。

聚焦中国乳业的十年

经验分享：如何保证原料乳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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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真实性与溯源技术论坛（Ⅱ）

王宏福，李锦记（新会）
食品有限公司厂务高级经理

Alain Maquet，欧盟联
合研究中心食品真实性
项目负责人

严志农，沃尔玛食品安全
协作中心执行主任

Armin Hermann，德国
食品化学研究所食品真
实性监控专家

主持人：

陈清华，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信息技术研究所
所长
Martin Danaher，爱尔兰农业与食品发展部食品
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主持人：

钟其顶，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标准信息研发
部副主任、食品真实性研究中心负责人
Carsten Fauhl-Hassek，德国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
食品化学专家

分会场

Concurrent Sessions

为保障食品安全，提高食品溯源技术水平，来自李锦记（新

会）食品有限公司、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沃尔玛食品安全协

作中心的专家，针对二维码防伪溯源系统、边缘云计算技术及区

块链技术应用于食品安全溯源展开深入讨论。此外，还开展了以

“欧盟葡萄酒数据库及监管技术”为主题的技术论坛，来自德

国、欧盟及我国相关领域专家，对稳定同位素在葡萄酒真实性中

的应用、冰葡萄酒的真实性监控和中国葡萄酒标准体系及真实性

科技监管技术研究进展等内容进行了充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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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Concurrent Sessions

Charlotte Troise，乐斯
福亚太区技术和法规支
持经理

韩军花，国家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中心研究员、部门
主任

Steen Lyck，杜邦营养与
健康事业部母乳低聚糖
全球业务总监

陈历俊，北京三元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关岩，雅培营养公司
中国研发中心总监

主持人：

丁钢强，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食品营养与健康分会
理事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所长
Mary Schmidl，IUFoST候任主席、美国食品
科技学会前主席、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

营养健康论坛 (Ⅱ):
学术界新观点、产业界新行动

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美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和国家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中心等学术界专家，与来自杜邦营养与健康、乐斯福集团、北

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雅培营养公司等企业相关负责人，就全球面临

的食品保障新挑战、基于不同人群营养需求的食品研发新思路与建议、中

国母婴营养健康研究队列建立与进展、母乳低聚糖（HMO）：早期生命

营养的技术突破、我国特医食品产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特殊膳食食品标

准修订的进展与思路展开研讨。此外，由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事长

丁钢强主持召开了CIFST食品营养与健康分会理事工作会议，对过去的工

作进行梳理、总结，并对今年的主要工作进行计划、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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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Concurrent Sessions

在食品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食品检测技术国际

化提出了更为现实的要求，我国的食品检测方法体系还不

能完全适应新的要求。鉴于此，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食

品安全与标准技术分会和AOAC INTERNATIONAL合作，

就国际检测方法体系对中国的借鉴以及如何加速标准与国

际方法融合等问题进行了分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检

验检疫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庞国芳研究员在会上介绍了

AOAC检测技术标准化研究与实践30年。同时，国内外专

家就中国食品安全标准检测方法的清理整合、食品微生物

质量控制与检测、AOAC标准检测方法体系在食品监管中

的应用等内容进行了探讨。

主持人：

王硕，南开大学教授
Darryl Sullivan，AOAC 
INTERNATIONAL前主席兼秘书长

国际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及标准化

庞国芳，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检验检疫科学
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Samuel Godefroy，加拿大
卫生部食品局前局长、加拿
大拉瓦尔大学农业与食品科
学学院食品科学系教授

陆苏飚，3M中国有限公
司技术专家

DeAnn Benesh，AOAC 
INTERNATIONAL主席

肖晶，国家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中心标准中心标
准四室主任

Ronald Johnson，AOAC 
INTERNATIONAL前主席

崔生辉，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食品化妆品检定
所生物检测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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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

Concurrent Sessions

作为一种新兴业态，我国外卖送餐平台快速发展，但也面临从生存到发展过程

中的诸多矛盾和挑战。鉴于此，与会专家针对网络餐饮发展需求、安全监管的相关

法规、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认证体系建立，以及外卖一次性包装制品现状及发展

趋势等内容做了报告。同时，饿了么、百胜中国、艺康、沃尔玛等企业的代表，就

构建网络餐饮安全链条的良好操作规范、餐饮食品安全管控与送餐安全保障、电商

最后一公里冷链食品安全管理等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

田明福，百胜中国食品安
全官

陈红，沃尔玛中国食品和
产品安全合规高级总监

王三虎，饿了么副总裁
兼首席食品安全官

刘长虹，中国检验认证集
团上海有限公司农食品部
副经理

张怿，“蓝色星球”行
动负责人

刘兰英，中国烹饪协会
副秘书长

赵育，艺康机构部大中
华区高级食品安全经理

张兰兰，原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监
管二司三处处长

主持人：
路福平，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理
事长、天津科技大学副校长
顾振华，上海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
会长

网络餐饮的安全与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