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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捐助

食品法典委员会（食典委）感谢以下成员国作
为食典委各委员会及活动主办方的慷慨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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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法典》
是什么？

食品法典或“食典”收录了政府可选择使用以确保
食品安全、质量和公平贸易的标准、准则和操作规
范。如标准得到遵守，则消费者可信赖其购买产品的
安全和质量，进口商可信赖其订购食品将符合规格。

标准经由食典委通过；食典委目前由188个成员国和1
个成员组织（欧盟）以及226个观察员组成。观察员

亚洲协调委员会
北美及西南太平洋
协调委员会

拉丁美洲及加勒
比协调委员会

欧洲协调委员会 

非洲协调委员会

近东协调委员会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区域协调委员会

包括56个政府间组织、154个非政府组织和16个联合
国机构。食品法典委员会，简称食典委，由联合国粮
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
织）于1963年创立，旨在保护消费者健康、促进食品
贸易中的公平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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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消费者健康

确保
食品贸易中

的公平做法

推动  
协调所有食品

标准

食典委职责

食典委制定了数百项标准、准则和规范，
确定了数千项食品中添加剂、污染物和化学残
留物允许水平；其成功尤其在于建立共识、精
诚合作和科学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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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议程
食典委秘书Tom Heilandt 

世界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从孔子到奥维
德，不仅是深刻的生活哲学家，也是烹

饪艺术和美食学领路人。他们曾多次得出一个共同
结论：没有友谊和美食的生活，根本就不是生活。
这些至理名言具有普适性且契合我们的职责。

联合国在罗马致力于保障粮食安全！粮农组织、粮
食署和农发基金在罗马！食典委秘书处也在罗马！

热烈欢迎食典大家庭年度盛会——食典委第四十一
届会议在罗马粮农组织总部举行，大家汇聚一堂，
回顾共同取得的进展、规划未来、加强合作和友谊
的纽带。

此类盛会不仅可以促进交流和讨论，还提醒我们可
持续消费与和谐共处的实质联系；无论何时何地 
（公司自助餐厅、街头食品摊或家里）都应牢记这
一联系，它体现了食典委所致力于解决、推动和保
护的普遍关切。

多重职责成就了食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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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问题亟待解决：因超出我们职责范围的原因而无法
达成共识怎么办？如何确保可持续地提供科学建议？
如何确保希望参与的各方都能平等参与？如何确保食
典委标准一经同意则得到切实使用？

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正在支持开展许多活动以解决这
些问题。食典信托基金二期已全面展开，但需要确保
其持续供资。支持科学建议的各项倡议正在推进，但
尚不确定其是否能实现预期目标。

食典委如何应对上述基础性问题并同时继续产出对许
多国家而言至关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将最终由各位成
员决定。积极、诚信的参与和坚定承诺将是找到解决
方案和制定前瞻性议程的关键。我们需要前瞻性议程
以继承和发扬成果，应对未来五十年人类面临的生存
挑战。《2020-2025年战略计划》只是一个开始。

安全食品和食品贸易中的公平做法将始终具有重要意
义。为此，我们与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和由哥斯达黎
加牵头的许多成员一道支持设立“世界食品安全日”。该
提议将于今年秋季提交联合国，我们期待与各位一道
推动成功设立“世界食品安全日”。

眼前的任务可能看似艰巨，但我相信，我们历久弥坚
的友谊和合作纽带必能建立共识、达成预期。

食典委始终力争更好地响应利益相关方需要，利益相
关方首先是成员国伙伴，但最终是每个人。食典委离
不开各位的专业知识和实际贡献。

区域视角对于多边努力在全球层面取得成功的重要性
日益获得包括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内的整个联
合国系统的认可。秘书长改革议程强调，需要能够切
实解决现实关切、权力下放和以国家主导的进程。在
这方面，食典委作为重视以国家为主导参与制定和实
施食典委议程的混合技术委员会，始终是开路先锋。

过去一年，富有雄心的区域研讨会计划寻求借助创新
信息通信技术平台提供量身定制的培训，加强各层面
参与，继续提升食典委工作的可信度、合法性和可靠
性。各国、各区域和秘书处之间的合作堪称楷模；明
年，随着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区域协调委员会振兴势头
增强，我期待这些倡议结出硕果。

去年，食典委经历了若干重要里程碑事件，包括食品
添加剂法典委员会和农药残留法典委员会第五十届会
议，同时面临一些严峻挑战。一名资深工作人员退休
和一个长期职位空缺给工作造成一定困难，但目前问
题已经解决，秘书处人员充足。议程上仍有更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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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十大目标
Guilherme da Costa Junior

食品安全和贸易不断发
展。展望未来，我敦促每
个人始终关注以下“食典十
大目标”：

食品法典是处理食品安全和食品贸易中公平
做法的卓越国际组织。食品法典的食品标

准、准则和操作规范为国际食品贸易的安全、质量和
公平做出贡献。

食品法典同时也是保护消费者健康和预防食源性疾病
的有力手段。随着全球食品贸易增加，食典委食品标
准为全世界接受并作为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的
基准标准。各国参照食典制定国家国内消费或出口标
准，可让消费者对所消费食品的安全、质量和真实性
放心。

Guilherme da Costa Junior

是食品法典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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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准备好及时应对新发食
品安全、质量和营养问

题，保护消费者健康并确保食
品贸易中的公平做法。

2.确保食典标准
以确凿科学证

据为依据。 3.联系各国实际、集各国
之力、在食典标准制定

进程每一步建立共识。

4.继续推动广泛参与和
包容性，包括通过食

典信托基金加以实现。

6.加强整个食品链各方对食典工作的参与，
推动获取健康和有营养的食品，为直接以

农业和粮食系统为生的人们提供标准指导。

7.加强与从事食品安全和食品贸易
中公平做法工作的其他国际组织

的合作。

5.提高消费者认识并加强对食典
标准的信任，同时认识到消费

者协会可帮助利益相关方从公众角度考
虑问题。

8.加强对食品安全和
食品贸易中公平做

法所有相关部门的宣传和
外联。

9.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做出贡献。

10.食典共同行动。当
今世界日新月异，

更迅捷的通信和科学发展给食
品安全和贸易带来重大影响。
食典委致力于建立真正和有效
的伙伴关系，加强公共和私营
各部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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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回首
三位副主席任职一年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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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am Eid

担任食典委副主席为我在全世界宣传食典工作提供了机会。

今后，我计划继续加强发展中国家对食典委工作的参与，提升能力
建设，跟进食典委各委员会工作，旨在实现无论何时何地、人人享
有安全食品的目标。

 

Purwiyatno Hariyadi

能够成为食典大家庭的一份子并当选食典委三位副主席之一我深感
荣幸。参加在2017年执委会第七十四届会议前召开的研讨会标志着
我参与食典委工作的开始。自此以后，通过参加抗微生物药物耐药
性政府间特设工作组第五次会议（大韩民国济州岛）和食品污染物
法典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荷兰乌得勒支），我有机会参与并详细
了解食典委工作。

担任食典委副主席也为我提供了宣传食典委工作和食典标准重要性
的机会。今年，我参加了在泰国和印度举行的食品安全活动。在不
久的将来，能够为食典委工作贡献力量我感到更加激动，尤其是食
品污染物法典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2019年）计划在印度尼西亚召
开。我也期待着与各方合作制定并最终完成食典委《2020-2025年
战略计划》。

 

Steve Wearne

担任食典委三位副主席之一我倍感荣幸，在Guilherme da Costa的
领导下，我们共同致力于更加贴近并更好地服务成员国。尽管最近
数月我因病未能持续为食典委贡献力量，但我很高兴能够参加2017
年执委会会议以及在芝加哥召开的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会议。我期
待明年为食典委工作充分贡献力量并提出两项重点工作。首先，制
定并最终完成2020年及以后的战略计划，建议重点提倡食品企业和
成员国更广泛地使用食典标准。

其次，继续开展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工作，这仍然是今后公共健康
面临的头号风险之一。 ©Bob Scott



世卫组
织“提高
食品安全
五要素”
这项活动为何能在近二十年时间
里持续获得成功

为了向每个人展示如何预防食源性
疾病，世卫组织于2001年提出“提

高食品安全五要素”。

今天标志着这项活动的17周年，“提高食品
安全五要素”被誉为最成功的活动之一并翻
译成87种语言。这项活动为何取得成功？以
下为其成功的五大秘诀。

Françoise Fontannaz-Aujoulat

 Kazuaki Miyagishima

Françoise Fontannaz是世卫组织
食品安全和人畜共患病司风险沟
通和教育技术官员。

Kazuaki Miyagishima是世卫组织
食品安全和人畜共患病司司长。

Françoise Fontannaz-Aujoulat和 
Kazuaki Miyagish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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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容简单，易于理解、 
适用和采纳。 

“提高食品安全五要素”具有可行性，因为其语言平
实、易于公众接受。因此，其极易翻译成当地语言。 

2. 循证建议

每个要素都让消费者了解风险背后的“原因”以及
其针对风险能做什么。这增加了真正改变消费者行为
的可能性。 

3. 在全世界具有普适性的指导

五要素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均适用，因为世
界范围内减少食源性病原体的共同干预措施基本相同。
五要素传递的不变信息在当今信息泛滥的时代脱颖而
出。五要素的核心建议无需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更改。

4. 赋予消费者参与权

消费者想为提高食品安全尽一份力，但很少有
人知道该怎么做。五要素向消费者传授知识，推动消
费者要求获得安全食品并做出知情选择。当消费者认
为其无法应对风险时，会感到无能为力，就会开始忽
视或夸大风险并对食品系统丧失信心。

“提高食品安全五要素”视频共有18种语言版本。

5.大背景下的跨部门整合 

五要素用于健康促进和教育时，可加强各部门 
(卫生、农业、教育、旅游、环境）利益相关方之间的
对话与合作。 

世界各地的中央和地方当局、学校、非政府组织、食
品业和消费者组织利用五要素针对卫生专业人员、食
品处理人员、食品检查人员、成年人和儿童、女性和
男性开展健康促进活动。

在“提高食品安全五要素”取得成功的基础上，世卫组
织编制了“更安全的水果和蔬菜栽种五要素”和“提高水
产养殖产品安全，保护公众健康五要素”，以推动从农
场到餐桌的卫生做法。目前“提高食品安全五要素”已
纳入消费者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建议。

从各国采纳程度看，来源可靠的简单信息可产生持久、
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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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准备  
未雨绸缪
始于跟上技术创新步伐的共同信念， 
食典委致力于管理全球食品市场

 Renata Clarke

随着今年食典委准备工作“逐渐升温”，出现一
系列想法。其一涉及食典委性质：食典委

由拥有不同兴趣和观点的人组成，需要一套共同规则
和共同方法管理全球食品市场的共同信念让这群人走
到一起。这一“共同信念”不可或缺，但这只是使食典
系统获得成功的起点。还需要致力于充分的准备并愿
意了解和考虑其他国家的问题和利益。食典信托基金
持续开展的工作和粮农组织自身能力建设工作涉及与
发展中国家合作以加强国家进程，支持食典委扎实开
展准备工作。这不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这对所有国
家都永远是有用的提醒，筑牢意识、保持承诺。

Renata Clarke 是粮农组织食品安
全和质量科科长。

“我们必须预见变化、做
好准备。稳定和安全的食
品供给有赖于此。”

©FAO/Giuseppe 
Caroten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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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经济转型无不带来变
化，这关系到我们有效管理食品供给安全性的能力。

食典委希望能够事先准备、未雨绸缪、跟上并应对变
革：愿望的达成有赖于我们。粮农组织已着手与各国
合作，帮助各国合理选择并有效应用“前瞻”技术，获得
关于新发食品安全问题的情报。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区
域协调委员会会议等食典论坛为汇集和加强上述情报
提供了独特机会。2018年3月在内罗毕举行的粮农组
织食品安全展望分区域研讨会激发了浓厚兴趣，且已
经促使某些参与国采取进一步行动。

世界变化如此之快、形式多样，我们不能简单地因循
固有做法且期待相同结果：我们必须预见变化、做好
准备。稳定和安全的食品供给有赖于此。

从积极方面看，食典委成员在参与食典信托基金下“同
行学习”方面表现出浓厚的精力、热情和兴趣。毫无疑
问，这些互动使所有人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有助于
打造有利环境，针对食品标准问题开展建设性和互敬
对话并建立全球共识。

其二关于变革与创新。没有人能否认我们周围正在发
生的快速变化。我了解到，约十年前发射的正在进行
的太空任务所使用的照相机可能不如我们大多数人手
机中所使用的照相机。难以置信！技术飞跃在许多其
他领域也显而易见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食品安全以
及我们评估、管理和沟通风险的能力。气候变化、城

技术提升我们了解、管理和沟通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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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内部人员的
故事
一名食典联络人分享了一些建议、想法和未来展望。

Cassandra Pacheco是智
利食典联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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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食典联络人，您的一
天通常怎样度过？

每天都会有意想不到的任务出现且
必须予以应对和切实解决。但是，
一般而言，食典联络人可以通过电
子邮件发表修订意见，因为电子邮
件是食典委秘书处与智利等成员国
沟通的正式渠道。所以，及时回复
邮件是食典联络点工作的必要组成
部分。在智利，食典联络人的角色
由我们作为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
协调员的工作加以补充。

您的团队如何设置？

26名专业人员为智利食品质量安全
局工作。食品质量安全局有四大块
业务，食典委国家和区域职能设在
国际合作部门，该部门重点关注国
际合作、法律和多边组织。除我以
外，还有一名协调员Diego Varela
以及另外两位专业人士Constanza 
Vergara和Claudia Villarroel。

您认为食典委将要面对的
下一个重大挑战是什么？

我认为食典委目前面对的最大挑战
是编制生物农药准则，农药残留法
典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审议了该问
题。智利将与美国和印度一道主持
关于该准则的电子工作组。智利在
农药残留法典委员会上届会议上提
出该问题并获得大力支持。

您在食典委工作中遇到哪
些挑战？

我们的一项富有挑战性的职责是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协调工作。我
们每天都在努力使本区域更加活
跃、一致和积极地参与食典委各
项工作。所以我们与本区域保持
持续沟通，推动共同努力，分享
食典经验并支持同事开展工作。
我们就是这样实施合作项目，推
动最佳做法，在本区域实现食典
工作机制化，从而展示积极参与
国际组织工作的重要性。

作为区域协调员有什么特
别之处？ 

我一直在思考身处一个特定岗位
是否会有什么事让一个人变得特
别 。 我 可 以 谈 谈 这 份 工 作 的 特
别之处，与世界各地保持定期沟
通、了解不同的现实情况、建立
友谊、与许多背景各异的人和独
一无二的个体打交道，这些都是
我所喜欢的。我也喜欢出差并在
食典委介绍智利的经验。

您对下一任区域协调员有何
建议？

这份职责的重要内容是要非常积
极主动地寻找答案，因为目标的
确立取决于你想在多大程度上推
进工作。

Photos ©ACHI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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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需要
国际食品
安全当局
网络？
十五年来，该网络促进了跨境、网
络成员之间以及在数百个食品安全
紧急事件期间的沟通。

Peter Karim Ben Embarek和Carmen Savelli

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越来越频繁地
看到大规模食品安全事件成为头条新闻。

如今，爆发的食源性疾病很容易扩散至多个国家。今
天一个国家生产的食品明天可能在地球的另一边消
费。为此，当不安全食品进入全球市场时，国际沟通
渠道迅速发挥作用至关重要，以便主管部门迅速行动
保护消费者免受疾病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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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eter K. Ben Embarek是世卫组织国
际食品安全当局网络管理科学家

Carmen Savelli是世卫组织国际食品
安全当局网络秘书处技术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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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和促进在食品安全相关事件期间迅速交流信
息，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共同协调国际食品安全当局
网络。国际食品安全当局网络运营15年来，在数百个
食品安全紧急情况中，促进了跨境和网络成员之间的
沟通。

因此，国际食品安全当局网络是经实践证明的切实可
靠的信息交流工具，使风险管理人员能够通过发布有
针对性的产品召回和消费者警告，预防食源性疾病并
挽救生命。

近期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突显了该网络在支持国家响
应活动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例如，2017年开始并
持续至2018年的两起此类事件：法国生产并出口至
80多个国家的婴儿配方奶粉相关沙门氏菌病爆发；南
非生产并出口至15个国家的即食肉制品相关李斯特菌
病爆发。

在这两起事件中，国际食品安全当局网络国家紧急联
络点向网络秘书处提供了诸如受污染产品目的国等关
键信息，网络秘书处随即向进口国网络紧急联络点通
报了受影响产品详细信息以阻止产品流通。

因此，国际食品安全当局网络依赖全世界成员的积极
参与以落实适当风险管理措施。

今天，国际食品安全当局网络拥有来自188个成员国的
近600个成员，且成员队伍每年都在壮大。承诺积极参
与国际食品安全当局网络是国家政府部门展示其致力
于提高食品安全以造福全球的重要方式。为减轻下一
次国际食品安全危机的影响，世界需要国际食品安全
当局网络。

Peter Karim Ben Embarek Carmen Save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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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典与核
与食典委开展核应用合作，推动食品安全与防控

Carl Blackburn和Britt Maestroni

建立伙伴关系是《2030年议程》的基本内容，可持续
发展目标涵盖贫困、饥饿、健康和卫生。此外，可持
续发展目标17完全致力于通过伙伴关系实现目标，携
手筹措资源并加强可持续发展倡议的落实。

粮农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司本身就是一个伙伴关
系，是粮农组织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
共同计划。在食典委，联合司联系着食品安全与防控
相关核及相关技术的专业人员。该联合司与多个伙伴
合作，推动安全、和平利用核技术。帮助制定核技术
相关食典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是我们的中心工作。这
包括食品中污染物和残留测量技术、食品原产地追踪
技术、食品欺诈和掺假检验技术；利用电离辐射束能
量维持食品质量并减少食物中毒发生率。此外，提供
专业知识帮助各国准备和应对核或放射性紧急情况。

联合司及相关粮农组织/原子能机构农业和生物技术
实验室研究和技术人员以食典标准和准则为依据，通
过能力建设和培训支持成员国，最终提高食品安全、
质量和防控，扩大贸易并保护消费者。近期举措包括
推动整合分析研究室网络（如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制定食品放射性国际指南；协调研究倡议，针对食品
中污染物与残留混合物开发综合放射性测定和互补技
术；开发可实地部署的分析方法，评估食品真实性、
安全和质量。

Carl Blackburn和Britt Maestroni，粮农组织/
原子能机构粮食和农业核技术联合司

©IA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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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未来
的食物
如何保证食品安全

Markus Lipp

消费者对于理想餐食可能有许多不同的需求
或各类偏好，但始终期待食品是安全的，

如果不安全，就不能称之为食品。如使用农药，我们
则期待残留不要超过对人类安全的水平。如食用花
生，我们则期待任何霉菌毒素的潜在含量足够低，从
而不会伤害我们及我们的孩子。

Markus Lipp 食品添加剂联合专
家委员会秘书处食品安全高级
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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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当地农场的人可能想直接从生产者手中购买生鲜
食品。但这些生鲜食品仍然需要小心烹制以保证安
全。例如，尽管牛奶富有营养，但生牛奶将需要在食
用前进行巴士杀菌或煮沸，以防止食物中毒。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靠近当地农民的便利。预计
到2050年，一半以上世界人口将生活在城市。为供养
城市，更多食品将需要更长距离运输并在整个流通环
节保持安全。鲜奶或鲜鱼等产品可能需要从农场到家
中冰箱的不间断冷链，而这一物流要求往往被忽视。
有时，可能需要更复杂的食品加工，如蔬菜罐装，或
者需要对更多食品进行包装以保证安全和质量。

食品法典的核心任务是提供指导，规定对人类安全的
污染物和农药残留水平，推动卫生的食品生产，确定
安全使用防腐剂和其他食品添加剂的适当水平，确保
人们安全享受食品带来的福利，即安全享用食品。

食物是生命且所有生命需要食物来维持。食物是文化
的核心，也是许多关于某些菜肴最佳烹饪方法的激烈
辩论的主题；传统和家庭食谱作为文化认同的一部分
受到重视和保护。但在文化和饮食偏好及需求之下，
在所有讨论之下，为保证食品安全，食品不得含有有
害水平的微生物或过量污染物、残留及其他物质。如
果不安全，则不能称之为食品。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
是由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共同管理的一家
国际专家委员会。自1956年以来一直开展会议
工作，起初是为了对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进行
评估。

“食品法典的核
心是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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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一部分
为成功参与国际食品贸易做有效准备

粮农组织贸易和市场司Georgios Mermigkas

贸易可影响食品产品种类、质量和
安全等一系列广泛的经济社会变量
及膳食构成。因此，贸易与政府努
力实现食品安全和粮食安全目标直
接相关。

同时，政府采取非关税措施保护人
类、动物或植物健康或规范产品技
术特点。如果各个市场的要求和标
准各异，则非关税措施可使各国尤
其是发展中国家生产者和出口商难
以进入其他市场。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规定食品安全规则和动植物卫

生要求。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涵盖

所有商品贸易，旨在确保技术

规定、标准和合规评估程序非

歧视且不会给贸易带来不必要

障碍。

生的贸易相关问题至关重要。讨论
推动开诚布公的意见交流，以解决
潜在冲突。来自不同国家的众多专
家同时同地参与讨论，为非正式解
决这些关切提供了契机。

另外，非正式网络得以建立。各国
不能与自己开展贸易，不同国家的
专家之间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可促
进贸易，甚至在问题出现之前加以
预防。

但成功参与食典委和世贸组织相关
工作需要在能力和知识基础上进行
有效准备，这要求各国投资能力建
设，以协调方式与所有相关利益相
关方合作。

由食典委、世贸组织卫生与植物卫
生措施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组
成的系统使各国政府能够实现保护
公众健康的公共政策目标，同时促
进安全和营养食品国际贸易。

但各国要想从国际贸易中获益，则
需要成为该系统的“一部分”。

各国需要参与食典进程并积极参与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和技术性贸易
壁垒委员会讨论。

参与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和技术性
贸易壁垒委员会工作对于各国提出
关切并讨论其贸易伙伴实施卫生与
植物卫生和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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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与食品 
标准
食品标准和国际贸易工作携手并进，有助于确保
食品安全。

今天参与制定国际贸易食品标准较以往更为
重要。

我们在贸易与食品标准出版物发布期间与世贸组织总
干事阿泽维多会面，探讨增长、发展及食品管理领域
的变革驱动力。

 

能否介绍一下该世贸组织-粮农组织联合
出版物？

我们与粮农组织共同完成了这项出色工作，编制了一
部关于食品安全标准重要性及跨境食品贸易便利化的
出版物。这部出版物信息量很大，因为其解释了贸易
和粮食安全，两者并不冲突，反而相互促进。这部出
版物展示了食典委制定的统一国际标准将保证消费者
食品安全并使食品价格更加实惠，因为各国自己不必
单独承担制定这些标准的费用。私营部门和公司也不
必制定这些标准，因此费用没了，人人获益。消费者
支付更低价格并获得更安全产品，这是我们期待从这
部出版物中获得的出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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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贸组织和粮农组织框架在哪些方面相兼
容，使两组织能够共同建立包容性国际食
品标准和贸易系统？

F粮农组织和世贸组织较好地互为补充，因为粮农组织
与食典委合作，具备标准制定相关专业知识。粮农组
织和食典委能够制定科学标准，这些科学标准将成为
世界各国的基准。

世贸组织框架下有《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和 
《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等重要协定，这些协定利
用食典委和粮农组织制定的标准并将标准整合为
成员需要遵守的义务。成员若遵守这些标准则会自
动履行世贸组织规定的义务。因此，两组织互为补
充：一个制定标准；另一个拥有在全世界实施标准
的纪律和协定。

您认为贸易互联互通会对今后的食品安全
带来哪些挑战？

贸易互联互通是新事物，因为随着我们能够以更快速
度跨境沟通更多信息，标准和关切将较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为凸显。今天，如果一个产品在一个市场出现问
题，无论具体问题是什么且由于什么特定原因，这件
事很快就会人尽皆知。因此，我们必须确保能够更迅
速响应。我们需要确保各项标准被跨境认可和熟知。
我们还可以利用技术提高安全性、开展检测，甚至降
低达到这些标准的费用。我十分确信，依托新技术，
我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以更实惠的价格获得更安
全的食品。

Roberto Azevêdo, 世界贸易组织
（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

集装箱货运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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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粮农组织和世贸组织如何共同根据国际商定的食品
标准促进贸易。

该出版物目前以所有联合国官方语言提供。

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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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全球食典
以下国家在2018年成功获得食典信托基金二期资
金，用以加强对食典委的参与。

布基纳法索
将食典作为国家食品安全核

心事项。加强国家食典委员

会对食品法典的参与。

佛得角
加强国家食典架构以提升食

品安全和对食典委的参与。

几内亚
提升对食典委的有效和可持

续参与。

马里
通过加强马里专家对食典委

工作的参与推动改进国家基

础设施。

卢旺达
加强国家食典委员会并增加

国家对食典委标准化活动的

参与。

洪都拉斯
加强国家委员会架构及其磋

商机制以改进食品法典工作

管理。

不丹-印度-尼泊尔小组
项目
通过所有利益相关方高效参与

食典委工作加强国家食典架构

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确保建立有组织、有知识、高效

和可持续的国家食典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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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分析二十年
超前想法如何创造更光明未来

Steve Hathaway

1995年，世贸组织《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
定》在日内瓦等待核准，食典委委托编写咨询报告，
向成员介绍一种在制定标准时使用风险评估的新方
法。这项新纪律是《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草案的核心原则，并承诺与当时盛行的实证和规定性
方法相比，采用科学、透明和更公平方法制定国际标
准。最重要的是，控制措施应基于对食用时给消费者
带来的可能风险的详细知识，而不只是在消费前食物
链各环节存在食品安全危害本身。

这项工作进展并不顺利。由于对即将达成贸易协定的
细节知之甚少以及对食典委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根深
蒂固的怀疑，该顾问被要求重新起草报告。这位顾问
就是我本人。

1997年，一份重点关注风险管理的重新起草的报告提
交食典委并在欢呼声中获得批准。在此期间，世贸组
织《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已经签署，成员
开始探讨其中的通用风险分析条款并认识到条款对于
提高食典标准实用性和采纳度方面的重要价值。报告
获得批准开启了不可逆转的食典委变革浪潮，首先是
花十年时间将风险评估（科学）、风险管理（针对控
制措施的决策）和风险通报（与利益相关方接触）原
则纳入《程序手册》。今天，这一系列原则仍然强有
力。随后十年，食典委相关委员会将风险分析原则和
科学方法纳入新一波基于风险的标准，这项更为具体
的工作持续至今。

危害与风险有何区别？

危害可能具有危险性或有害健康。大

浪可能会伤害你，但如果你不下水，

你的健康就不会遇到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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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 Hathaway 是新西兰初级产
业部科学和风险评估主任

20世纪90年代，相对于微生物，消费者（因此政
府）对食品供应中的化学品更加担心。监管者处境
矛盾，尽管确定性保守方法可用于制定食品安全限
值；这些方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以风险为基础，且
流行病学证据未显示长期暴露会带来公共健康问
题。但同时，微生物导致的食源性疾病在许多国家
大范围出现。尽管如此，食品安全标准主要基于食
品中存在危害而不是对消费者存在风险，且往往缺
乏灵活性，给产业造成不必要负担。

深入探讨的时机成熟。风险评估人员基本上接受针
对化学品采用确定性方法，但抓住这一机会制定针
对微生物病原体的基于风险的标准。

但风险评估人员大多低估了针对特定危害和特
定暴露路径进行合理风险估计所需填补的数据
缺口。因此，早些年多少受到大规模多年努力所
累，这些努力建立了极其复杂和精致的概率模
型，但往往在风险估计方面过于不确定，以致无
法为决策者所用，或过于局限于具体情况，不适
用于一般的标准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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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不是愚
蠢，复杂并不
一定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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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上述指导，但全世界食品链
和国家饮食多种多样，因此制定对
所有人适用的定量的基于风险的食
品贸易标准将始终富有挑战性。然
而，将风险分析原则纳入世贸组织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的智者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因此提
出一项原则，允许各国政府，在风
险评估和消费者保护的正当理由基
础上，采取比食典更严格的措施。
前景确实光明！

风险分析 风险通报
与所有利益相关方接触

风险评估
科学

风险管理 
针对控制措施的决策 

21世纪，在国家层面积累了大量
应用风险分析的经验，并开发了将
现有数据转化成基于风险的标准
的方法工具箱。“简单不是愚蠢，
复杂并不一定正确”引述自Marcel 
Zwietering，用以说明一种更为
实用的思考风险评估的方法，且该
方法沿用至今。该经验影响了国际
标准制定，因此，各国政府目前通
常参照食典委制定国家基于风险的
标准。此外，消费者（和政府）目
前更将微生物危害（而不是化学危
害）视为导致食源性疾病的最主要
根源。

在制定国际食品贸易食典标准方
面，继续和更有效地使用风险分析
前景光明。早些年辛苦制定的一系
列风险分析原则经受住了时间考验
并进入许多国家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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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提供阿拉伯
文、中文、法文、俄
文和西班牙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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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典委观察员

我们与Martin Slayne会面以了解来自食典委内
部的产业视角

您如何看待为食典委工作贡献力量的观察
员组织？

应关注协调一致的范围，考虑所有利益相关方提供的
宝贵信息，包括商业现实的制约和最佳做法，从而帮
助降低成本并促进贸易。非政府组织同样希望确保食
品安全，确保我们正在保护公众健康，根据所有相关
信息，影响暴露风险相关规定、最佳科学、最佳做法
以及全球可实现的目标。沟通宣传至关重要，帮助更
多人了解食典价值，鼓励所有利益相关方团体将食典
委作为标准制定第一参考机构。

技术、区块链和科学正在影响食品系统。
在这种情况下，食典委利益相关方该怎 
么做？

利益相关方普遍认识到统一标准的意义和价值。应更
广泛地宣传这一价值。一些非政府利益相关方持怀疑
态度，认为无法影响食典标准。目前，有机会纠正这
些看法并鼓励更多地分享信息用于决策。全球统一标
准有益于贸易、生产者和生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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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变化速度快于以往。食典委是否
也应因势而变？

A全球食品标签倡议相当活跃，为消费者提供所食用
食品相关信息，然而，食品标签法典委员会每18个月
才召开一次会议，跟不上食品标签发展步伐。

该委员会应更有活力，解决包装正面标签和过敏原警
示标签等热点问题。或许委员会可增加全球审议教
育，如针对过敏原警示标签，邀请支持团体发表见
解，针对过敏原为何成为全球关切开展教育，帮助就
标签达成共识。

总之，食典委有机会积极推动非政府组织为这一宝贵
论坛做出更积极贡献（而不是将非政府组织视为“观察
员”）并帮助我们共同努力制定更简单、广泛执行的全
球统一标准。

您认为我们如何更有效地与不同利益相关
方合作？

首先，应鼓励观察员代表团发出更多声音并分享更多
信息，或许不称其为“观察员”，而称其为“非政府代表
团”，更明确地将其作为参与者，而不仅是观察员。
例如，成员国在会议中总是居于首位，有时非政府代
表团要么不积极发言，要么所提意见未得到进一步审
议。鼓励非政府代表团尤其针对实际问题分享更多信
息对食典委意味着机会。信息分享可帮助所有人找到
更好的解决方案。

让我们探讨一下确定化学污染物“可合理实现的最低值”
的进程。“可合理实现的最低值”确定进程是否能够加
速，以先于已经采取行动的个别成员国完成？如果食
典委能够证明其可以有效地使成员在针对标准制定不
同情景应用全球“可合理实现的最低值”原则方面保持一
致，且如果成员国有动力与全球“可合理实现的最低值”
保持一致，则产业和生产者将能够进一步帮助政府利
用更广泛数据达成协调一致的解决方案。

Martin Slayne 是好时公司科学和管理事务全球主
管，好时公司是国际食品杂货生产商协会理事会成
员，该理事会为食典委和九个法典委员会工作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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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 Thibier 自2003年至2018年担任通用原则法典
委员会主席。他今年退休并向我们谈起食典委。 

您何时开始在食典委工作？

Michel Thibier自2003年至2018年担任通用原则法典
委员会主席。他今年退休并向我们谈起食典委。

您何时开始在食典委工作？

作为法国农业部常驻粮农组织代表（2000-2002年），
我在罗马与食典委工作人员初次接触，由于我的背景
是兽医，我非常认真地关注该领域的发展。

回到法国，我在巴黎担任农业部教育研究司司长，由
于我熟悉食典委情况，2003年我被任命为通用原则法
典委员会主席。我担任该职位直至2018年，可以说完
成了使命……

您认为对于提高会议效率什么至关重要？

或许出乎意料，我认为关键是巴黎联络点团队内部
以及与罗马秘书处之间的良好关系和密切互动。早
在罗马时我就对此深有感触，此后的经验也证实了
这一点。我想借此机会衷心感谢法国团队所有成
员，Roseline，Sophie和Louise以及所有其他成员。
我还要感谢我们一直与罗马秘书处、Tom、其前任及

其整个团队之间保持的良好关系。良好的关系对于在
会议上取得成果至关重要。

您的（食典委）职业生涯有哪些亮点？

在许多情况下，一开始无法达成共识，但经过一段时
间以及在会议室内外以适当方式展开的诸多讨论后，
我们最终成功找到每个人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多年
来我认识了许多代表，我们可以相互信任并朝着积极
方向推进。委员会主席任职时间应足够长，这一点尤
为重要，以便与代表建立良好关系，代表通常连续若
干年参加会议。

通用原则法典委员会在当前食典委系统中
发挥什么作用？

通用原则法典委员会确实是一类特别的委员会，该委
员会为食典、食典委和食典委执委会治理提供了最不
可或缺的支持。

我认为，通用原则法典委员会是一个透明、包容和开
放论坛，尤其致力于《程序手册》修订工作。更广义
而言，该委员会应成为思考食典委所有战略主题（审
议食典委工作开展情况、与其他国际组织的联系、战
略计划）的场所。因此，该委员会是一个以包容方式
讨论食典委工作效率相关问题的好地方。

再接再厉
通用原则法典委员会主席回顾其15年任职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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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食典委必须处理哪些重大问题？

我认为，未来十年有诸多不同层面的问题亟待解决。
在业务层面上，问题之一是工作进展太慢，影响了工
作本身的可信度和效率。应更广泛地应用新技术，减
少食典委运行成本并加快进程。

短期内，食典委应就如何处理当前世界敏感问题表
明立场。有关问题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抗微生物
药物耐药性、《程序手册》中的“合理因素”问题、
科学在法典决策过程中的作用相关原则、新兴食品
安全风险等。

中期而言，食典委依赖世卫组织和粮农组织治理，这
或许有好处，但当然有弊端。例如，成员对所有创新
和研究成果缺少足够认识，令我略感困惑，创新和研
究成果似乎没能为各委员会成员所了解。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就愿景而言，我认为食典委管理层似乎未深入考虑未
来十年食典委应如何发展。食典委是否仍有必要？谁
将成为受益者？

Michel Thibier,是通用原则法典
委员会主席 (2003-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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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特上的食典委
趋势
各法典委员会进行限于280个字的社交媒体风格的虚拟对话。

食品进出口检验及认证系统法
典委员会

澳大利亚

2018年10月来到澳大利亚布里
斯班，帮助编制食品进出口检
验及认证系统法典委员会关于
系统等效性使用的指南。

食品中兽药残留法典委员会
美利坚合众国

兽药是生产安全和充足食品供给的关键工具。食
典标准保障食品中兽药残留安全性。

农药残留法典委员会
中国

依赖大家的工作并为大家提供服务。农药残留法
典委员会制定最高残留限量并编写指南文件，作
为食品法典国际食品标准的一部分，促进公平食
品贸易，确保农药安全使用，保护消费者健康。

营养和特殊膳食用食品法典委
员会

德国 

您是否知道营养和特殊膳食用
食品法典委员会为开启健康生
活做出贡献？我们为婴童提供
营养食品并照料有特殊膳食需
要的年轻和年老病人。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欧洲协调委员会
哈萨克斯坦

食典委第四十届会议建议设立“世界食品安全
日”，于每年6月7日在世界各地庆祝。尽管该日
期尚未获得正式批准，我们呼吁人们不仅在“世
界食品安全日”为打造更安全和更健康世界做出
贡献。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协调委员会

智利

食典委就是要创造机会，让每个人
都能够获取安全食品，让大中小利
益相关方能够有机会参与全球食
品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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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典委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政府间特设工作组
大韩民国

我们身边的朋友和邻居不断有人死于抗微生物药
物耐药性感染。微生物不分国界，我们都应该
在“同一健康”框架下携手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
药性。与我们一道减少食品链中抗微生物药物耐
药性，在网上搜索“食典委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政府间特设工作组”。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协
调委员会

肯尼亚

“如果把不好的食物吞下肚，
肚子会击鼓让你跳舞”这句非
洲谚语与食品安全相关，可在
该区域用以提高认识并动员各
国采取食典委制定的食品安全
标准。

通用原则法典委员会
法国

自1965年起，通用原则法典
委员会确保食典委程序和工作
做法通过现代、适当和合理标
准为国际食品贸易做出贡献。

香料和厨用香草法典委员会
印度

香料和厨用香草法典委员会经证明为
真正高效的委员会，仅用三届会议就
最终完成了三项食典标准。 

新鲜水果和蔬菜法典委员会
墨西哥

您知道CMCAC这一缩写代表
墨西哥食典委么？该委员会得
到不同政府办公室、商会和协
会支持，首要目标是确定墨西
哥对国际标准化的立场，保护
消费者和公平贸易。

食品污染物法典委员会
荷兰

食品污染物法典委员会的重
点工作是制定良好生产做法
以防止或减少化学污染物对
食品和饲料造成的污染。相
关操作规范帮助生产者生产
安全食品。更多信息请在操
作规范清单中选取“食品污
染物法典委员会”。

@FAOWHOCo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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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 
美利坚合众国

如果你愿意与数十个用至少三
种语言沟通的其他国家合作以
达成食品安全共识，那么请加
入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我们
依据支持安全食品公平贸易的
确凿科学拟定文件。我们享受
这份工作！

加工水果和蔬菜法典委员会
美利坚合众国

利用食典委电子论坛和用户小组能力使加工水果
和蔬菜法典委员会能够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继
续当前工作。感谢成员参与并感谢食典委秘书处
提供资源！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亚洲协调
委员会

印度

亚洲以丰富的文化和遗产著称，
包括不胜枚举的美味街头食品。
我们鼓励您使用《街头售卖食
品区域卫生操作规范》，使街
头食品不仅美味而且更安全和
健康。

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近东协调委员会
伊朗

如近东区域成员能够彼此就关键和新出现问题开
展有效沟通与合作，则许多问题将得到解决，食
典委目标将得以实现。

分析和采样方法法典委员会
匈牙利

您知道食品法典拥有一套分析和采样方法么？咨询CXS 234-1999，
您可一站式找到分析和采样方法法典委员会批准的所有方法。

油脂法典委员会
马来西亚

由于对更健康油脂的需求量增加，油脂法典委员
会的工作仍将十分重要并富于挑战。我相信，本
着代表们的合作精神和良好意愿，油脂法典委员
会工作将继续以透明和高效方式推进。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北美和西南太平洋协调委员会
 瓦努阿图

我们期待2018年瓦努阿图研讨会取得成功，期待
2019年召开重要区域会议。

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
中国

在科学建议和共识以及陈教授
提出的“同一个食品添加剂法
典委员会”原则的基础上，我
们将能够制定标准，以提高食
品安全，保护全世界消费者，
消除国际食品贸易壁垒。

食品标签法典委员会
加拿大

您知道2017年10月加拿大与巴
拉圭共同主办了食品标签法典
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且期间
委员会提出新的和新兴食品标
签问题供讨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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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食典
图为食品标准官员张玲萍

张玲萍以友好的笑容和勇于担当的态度使人
印象深刻。来自中国的张玲萍自2014年

起担任真可谓全球化的食典委秘书处成员；此前，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制定和实施国家综合食品标准
计划和食品控制系统，以保护整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消费者；香港特别行政区处于熙熙攘攘的全球十字路
口，90%的食品依赖进口。玲萍毕业于中国北京医科
大学，一直有志于投身更广泛的公众健康保护事业。

您平常的一天怎样度过？

“食典委平常的一天？”（她随和地笑着）“根本没
有这回事儿！”确实，作为一名食典委工作人员、一
个十几岁男孩的母亲并同时承担一系列其他责任，玲
萍要忙的事情太多了，忙的方式不尽相同。积极响应
全世界食典委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协调各委员会和工
作组的工作文件及实际安排，在联合国和伙伴会议上
代表食典委，为同事提建议并为跨领域举措做贡献；
所有这些工作都令人焦渴，因此玲萍无论身在世界何
处，总是捧着她辨识度很高的花草茶。业余时间，她
忙着做饭同时迎接养育十几岁儿子带来的许多意想不
到的挑战和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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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如何履行职责并保持微笑，花草茶中是
否有秘密成分？

“多喝水对于保持大脑高速运转并迎接挑战至关重要！ 
”食典委团队经常工作至深夜，玲萍与同事分享类似的
常识性观点。“充分准备、开放沟通和客观分析，我认
为这是作为专业人士的秘诀，当然，要吃得好：美食
必不可少，要是辣的就更好了！”

简言之，能干出成效的食品标准官员需要技术专长、
关注细节、无损健康的孜孜不倦的奉献和一丝幽默
感。玲萍身上体现了这些特点，能够响应所有利益相
关方要求，开展有效和以结果为导向的技术合作。“牢
记我们作为个体和家庭共有的关切和动机不应成为限
制我们有效性的理由：相反，在有关保护健康和促进
贸易的技术协定谈判过程中享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并
平衡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利益，正是食典委能够在未来
五十年继续产出无以伦比的全球公共产品的关键”。她
在整个食典委的伙伴都表示赞同并很高兴她能加入到
团队。

“我认为充分准备、 
开放沟通和客观分析

是成为专业人士的 
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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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标准的
合作

市场上有很多非标准化产品，只需想一想参
加食典委会议你需要带多少个不同的插

头。国际标准缺失可能给某些领域或个别情况带来经
济机会，大量历史经验表明，标准可以帮助实现日常
生活便利化、提高安全性并推动业务合理化。标准是
自我管理工具且符合大众利益。在食品领域，标准和
规定可追溯到最早期社会（例如，古罗马人制定了使
用橄榄油或盐保存食物的标准做法）。而直到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国际标准化活动才大幅增加。由于合作
需求增加，尤其是国际食品贸易市场迅速扩大，建立
了国际标准化组织（1947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
会（1947年）和食品法典委员会（1962年）等标准
制定国际组织。

今天，标准建立了无形基础设施，遍布日常生活的方
方面面。标准差异悬殊；标准可能是操作规范、符
号、方法或指南；标准满足不同需要且涵盖某产品或
服务的不同方面（如安全性、质量、检测、可比性、
经济/社会/环境管理）。食品法典委员会在制定食品
安全和质量标准时，认为与其他国际组织协调工作是
其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和国际标准化组织
等与食典委开展合作的某些组织因活动领域广泛而广
为人知。其他组织可能因为关注一个具体部门或问题
或者规模小而不那么广为人知，如国际葡萄与葡萄酒
组织和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

食典委秘书处近期关注如何提升与从事标准或方法
制定工作的观察员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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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要涉及制定标准，所有这些组
织都依赖其成员就怎样使某个产
品、服务或流程对预期用户最有利
达成共识。

另一个共同特征是从事国际标准
工作的所有组织都寻求为贸易便
利化、提高安全性和保护健康中的
一项或多项目标做出贡献，正因如
此，目前许多国际标准制定机构正
在评估其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贡献。

食典委秘书处审查发现，国际标准
制定组织在衡量、监测和报告其标
准采纳情况方面与食典委面临相似
挑战且有机会改进组织间互利合作
和对话。

今后，食典委将继续积极努力改进
与其他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合作和
协调。

与上述组织交流时提出的观点包
括：不同组织如何相互交叉参考；
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食物欺诈
等主要问题开展合作，或探索联合
加强能力建设的机会。

今天，标准建立
了无形基础设
施，遍布日常生
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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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法典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
意大利罗马

新鲜水果和蔬菜法
典委员会
乌干达坎帕拉

食品标签法典
委员会
巴拉圭亚松森

研讨会
食典工具
肯尼亚内罗毕

研讨会
东道秘书处
法国巴黎

食品卫生法典
委员会
美利坚合众国
芝加哥

食典委抗微生物
药物耐药性政府
间特设工作组
大韩民国济州岛

营养和特殊膳食用
食品法典委员会
德国柏林

食品污染物法典
委员会  
荷兰乌得勒支

食品添加剂法典
委员会  
中国福建厦门

农药残留法典委
员会 
中国海口

食品中兽药残留
法典委员会 
美利坚合众国芝
加哥

分析和取样方法
法典委员会  
匈牙利布达佩斯

研讨会
食典工具
巴拉圭亚松森

食品法典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
意大利罗马

CCPFV
加工水果和蔬菜
法典委员会
以通信方式开展
工作

食品法典委员会  
意大利罗马

研讨会
政策趋同与标准
实施 
厄瓜多尔基多

食品法典委
员会

瑞士日内瓦

研讨会
食典工具
塞内加尔达喀尔

2017年7月

2017年9月
2017年11月

2017年12月

2018年2月

2018年4月

2018年5月

2018年6月

2017年10月

2018年7月

开始

2018年3月

结束

今年食典委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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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法典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
意大利罗马

新鲜水果和蔬菜法
典委员会
乌干达坎帕拉

食品标签法典
委员会
巴拉圭亚松森

研讨会
食典工具
肯尼亚内罗毕

研讨会
东道秘书处
法国巴黎

食品卫生法典
委员会
美利坚合众国
芝加哥

食典委抗微生物
药物耐药性政府
间特设工作组
大韩民国济州岛

营养和特殊膳食用
食品法典委员会
德国柏林

食品污染物法典
委员会  
荷兰乌得勒支

食品添加剂法典
委员会  
中国福建厦门

农药残留法典委
员会 
中国海口

食品中兽药残留
法典委员会 
美利坚合众国芝
加哥

分析和取样方法
法典委员会  
匈牙利布达佩斯

研讨会
食典工具
巴拉圭亚松森

食品法典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
意大利罗马

CCPFV
加工水果和蔬菜
法典委员会
以通信方式开展
工作

食品法典委员会  
意大利罗马

研讨会
政策趋同与标准
实施 
厄瓜多尔基多

食品法典委
员会

瑞士日内瓦

研讨会
食典工具
塞内加尔达喀尔

2017年7月

2017年9月
2017年11月

2017年12月

2018年2月

2018年4月

2018年5月

2018年6月

2017年10月

2018年7月

开始

2018年3月

结束



食品法典 |  20184848

  阿富汗
  阿尔巴尼亚
  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
  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
  亚美尼亚
  澳大利亚
  奥地利
  阿塞拜疆
  巴哈马
  巴林
  孟加拉国
  巴巴多斯
  白俄罗斯
  比利时
  伯利兹
  贝宁
  不丹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
  巴西
  文莱达鲁萨兰国
  保加利亚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佛得角
  柬埔寨
  喀麦隆
  加拿大
  中非共和国

  乍得
  智利
  中国
  哥伦比亚
  科摩罗
  刚果
  库克群岛
  哥斯达黎加
   克罗地亚
  古巴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
  科特迪瓦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
  丹麦
  吉布提
  多米尼克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埃及
  萨尔瓦多
  赤道几内亚
  厄立特里亚
  爱沙尼亚
  斯威士兰王国
  埃塞俄比亚
  欧洲联盟
  斐济
  芬兰
  法国
  加蓬

  冈比亚
  格鲁吉亚
  德国
  加纳
  希腊
  格林纳达
  危地马拉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
  圭亚那
  海地
  洪都拉斯
  匈牙利
  冰岛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拉克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牙买加
  日本
  约旦
  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
  基里巴斯
  科威特
  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拉脱维亚
  黎巴嫩

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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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索托
  利比里亚
  利比亚
  立陶宛
  卢森堡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
  马里
  马耳他
  毛里塔尼亚
  毛里求斯
  墨西哥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蒙古
  黑山
  摩洛哥
  莫桑比克
  缅甸
  纳米比亚
  瑙鲁
  尼泊尔
  荷兰
  新西兰
  尼加拉瓜
  尼日尔
  尼日利亚
  挪威
  阿曼
  巴基斯坦
  巴拿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
  秘鲁
  菲律宾
  波兰
  葡萄牙
  卡塔尔
  大韩民国
  摩尔多瓦共和国
  罗马尼亚
  俄罗斯联邦
  卢旺达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萨摩亚
  圣马力诺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
  塞尔维亚
  塞舌尔
  塞拉利昂
  新加坡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所罗门群岛
  索马里
  南非
  南苏丹
  西班牙
  斯里兰卡

  苏丹
  苏里南
  瑞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塔吉克斯坦
  泰国
  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东帝汶
  多哥
  汤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土耳其
  土库曼斯坦
  乌干达
  乌克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英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乌拉圭
  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越南
  也门
  赞比亚
  津巴布韦

2018年2月20日，东帝汶政府成为食品

法典委员会第188个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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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年约880万美元的食典委计划预算占
最大比重；此外，食典委系统依赖成员的预算外支持
以及基金和个人的捐助，即：主持国向法典委员会和
工作组届会及其设立的工作小组会议提供的实物捐
助、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专家提供的科学建议、粮农
组织/世卫组织食典信托基金二期、国家和区域层面粮
农组织和世卫组织能力建设项目及食典相关活动以及
单个食典委成员为食典委秘书处工作人员提供的预算
外供资。

食品法典供资方式 
公共国际标准依赖政府、基金和个人的支持

2016-17年食典委秘书处支出了878.9万美元总预算中
的873.8万美元。支出中最大比例用于支付12名固定
工作人员费用（47%）、其次用于食典委会议口笔译
和印刷服务（18%）以及咨询和与外部服务提供方签
订合同（16%）。

食典委及其执委会会议占预算的20%。2016-17两年
度其他重要活动包括编制指南文件、针对不同食典委
利益相关方的研讨会和信息活动、食典委网站和在整
个标准制定进程中使用的若干电子工具相关费用。

2016-17两年度供资帮助最
终完成17项新标准和50多
项标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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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食典委第四
十一届会议通过
的标准清单

    
新鲜水果和蔬菜法典委员会（第二十届 
会议）      

  《茄子标准》  

 

食品标签法典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用标准：日期标识》修订草案

 

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    

   《低水分含量食品卫生操作规范》编辑性修正

 

 
食品污染物法典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

  部分商品中铅最高限量（修订最高限量/撤销相应最
高限量/修正最高限量）

  含有或声称干物质≥50％至<70％总可可固形物的
巧克力中镉最高限量；含有或声称干物质≥70％总
可可固形物的巧克力中镉最高限量

  金枪鱼、十指金眼鲷、旗鱼和鲨鱼的最高限量
  预防和减少食品和饲料中二恶英、二恶英类多氯联
苯和非二恶英类多氯联苯污染的操作规范

 

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

  《食品添加剂特性和纯度规范》
  《食品添加剂分类名称和国际编码系统》修订
  针对统一《特定罐装水果标准》罐装芒果、罐装梨
和罐装菠萝附件的经修订的《食品添加剂通用标
准》食品添加剂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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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罐装水果标准》
  《罐装鲑鱼标准》
  《罐装虾或对虾标准》
  《罐装金枪鱼和鲣鱼标准》
  《罐装蟹肉标准》
  《罐装沙丁鱼和沙丁鱼类制品标准》
  《罐装鳍鱼标准》
  《鳕科盐渍鱼和盐渍干鱼标准》
  《干鲨鱼翅标准》
  《海洋和淡水鱼、甲壳动物和软体贝类饼干制品
标准》

  《熟制盐渍干鳀鱼标准》
  《盐渍大西洋鲱和盐渍小鲱鱼标准》
  《鲟科鱼子酱标准》
  《鱼露标准》
  《熏鱼、熏制风味鱼和烟熏干制鱼标准》
  经修订的《乳粉和稀奶油粉标准》食品添加剂 
章节

  经修订的《脱脂奶和粉状植物脂肪混合物标准》
食品添加剂章节

  经修订的《可食用酪蛋白制品标准》食品添加剂
章节

  撤销《莫扎瑞拉奶酪标准》（CXS 262-2006）、
《乡村奶酪标准》（CXS 273-1968）、《奶油
奶酪标准》（CXS 275-1973）、《发酵乳标
准》（CXS 243-2003）和《乳脂涂抹物标准》
（CXS 253-2006）中相关食品添加剂条款

  撤销《方便面标准》（CXS 249-2006）、《发
酵乳标准》（CXS 243-2003）、《乳脂涂抹物
标准》（CXS 253-2006）、《莫扎瑞拉奶酪标
准》（CXS 262-2006）、《切达奶酪标准》
（CXS 263-196）、《丹博奶酪标准》（CXS 
264-1966)、《埃德姆奶酪标准》（CXS 265-
1966),《高达奶酪标准》（CXS 266-1966）、《
哈瓦蒂奶酪标准》（CXS 267-1966）、《萨姆
索奶酪标准》（CXS 268-1966）、《大孔奶酪
标准》（CXS 269-1967）、《提尔西特奶酪标
准》（CXS 270-1968）、《圣宝蓝奶酪标准》
（CXS 271-1968）、《波罗伏洛奶酪标准》
（CXS 272-1968）、《乡村奶酪标准》（CXS 
273-1968）、《奶油奶酪标准》（CXS 275-
1973）和《奶酪标准》（CXS 283-197）中山梨
酸钠（INS 201）食品添加剂相关条款

 

农药残留法典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

  《食品和饲料分类修订》（04型：坚果、种子和树
汁；05型：药草和香料）

  蔬菜类商品组代表商品举例表（以供纳入《选择代
表商品将农药最高残留限量外推至商品组的原则和
指南》）表4：坚果、种子和树汁；表5：药草和香
料

  农药残留最高残留限量

 

食品中兽药残留法典委员会（第二十四届
会议）

  阿莫西林最高残留限量拟议草案（鳍鱼片、肌肉）；
氨苄青霉素（鳍鱼片、肌肉）；lufenuron（鲑鱼
和鳟鱼片）；monepantel（牛脂肪、肾、肝、 
肌肉）

  甲紫风险管理建议值草案

 

分析和取样方法法典委员会（第三十九届
会议）

  分析方法/食典标准条款执行标准
  编辑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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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达黎加政府提议联合国大会第七

十三届会议支持一项决议草案，宣布

6月7日为“世界食品安全日”。 

注意到没有食品安全就没有粮食安

全，任何食品安全事件都会对公众

健康、贸易和经济产生全球性负面

影响，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赞成确

立国际纪念活动。

如决议得到批准，则世界各地的人

们将能够自2019年起在6月7日庆祝

食品安全。庆祝“世界食品安全

日”将推动加强公众健康并促进食

品贸易中的公平做法。与相关政府

和公民一道，使这一天成为一年一

度的传统。

支持“世界食
品安全日”

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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