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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报告 

 

基本概况—— 

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隶属于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由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于 2003 年批准成立，是质检系统内授权的集产品检验、标准制定、质

量仲裁和安全评价为一体的国家级食品监督检验中心，是目前国内综合能力最强、科研技术

水平最高的食品质量安全检验机构之一。 

 

中心现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高学历的专业技术、管理

人员，共有 135 人，其中博士 11 名，硕士 55 名，本科 36 名，

其中教授级高工 2 名，高级工程师 24 名，具有中级职称人员

42 名，平均年龄不到 35 周岁。通过近几年的人才建设与培养，

已经建立起良好的人才梯队，人员专业覆盖分析化学、食品

科学、医药卫生、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管理科学等多学科。 

 

近年来，中心不遗余力地加大对食品检验的资金投入，每年至少投入 1500 万到 2000

万元用以更新食品检验设备，仪器设备资产 11803 万元，具有国内先进、国际一流的仪器设

备，如飞行时间质谱仪、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等离子发射

光谱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等。 

 

中心在食品检验领域每年开展多次实验室评审，扩项新标准，目前中心拥有的检验资质

达到 1400 余项，涉及标准 2000 余个。主要能力范围涉及国内全部 28 类食品检验以及食品

添加剂、食品包装材料、转基因食品等，具有实验室认可证书(CNAS)、资质认定验收证书



(CAL) 、计量认证证书(CMA)、指定上海 28 大类食品生产许可发证检验单位、奥运会、世

博会、世游赛指定检验机构、出口食品指定检验机构，同时也包括了由国家认监委、卫生部、

农业部认定的第一批食品检验复检机构资质，由总局批准的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发证检验机

构资质等等。为了提升检验能力建设，中心每年积极参加国内外的食品检验能力验证和实验

室间比对项目，先后多次参加并成功通过了国内外重大技术能力比对验证（如 APLAC、

FAPASS、CNCA 等）。 

 

中心主持和参与了近百项各部委科研项目和各级标准

的制修订。包括上海市科委技术标准项目、国家局公益性

和自筹、上海市质监局公益性、自筹、技术性贸易措施应

对专项、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项目，也包括主持或

参与制定国家标准、上海市地方标准等。中心的科研工作

也获得社会的认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获得国家质

检总局“科技兴检奖”二等奖和“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

奖各 1 个，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上海市标准化优秀技术成果和学术成果一等奖 2 个，二等

奖 3 个，三等奖 20 余个。三年来，中心共计发表论文 50 余篇，出版著作 5 本。同时与上海

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开展科研、人才培养等合作。 

 

除承担各级政府部门的监督抽查、食品生产许可证发证检验及社会各界委托检验和验货

等检验工作外，还应对了各类食品及相关产品的食品突发事件，如“苏丹红事件”、“奶粉三

聚氰胺事件”、“染色馒头事件”、“台湾塑化剂风波”等 60 多次食品突发事件，为政府及时、

有效、妥善处置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有力保障；同时保障了重大国际活动和重要国际

赛事的食品安全，如，上海世博会、北京奥运会、上海世游赛等。近 3 年来，先后完成检验

10 余万批次。 

 

此外，由于当前的食品安全事件正越来越超出现有检验标准的覆盖范围，作为检验技术

机构，中心打破常规，紧扣职能大胆创新，率先在行业内建立了风险分析和预警工作机制，

主动介入食品风险预警和新标准、新方法的研究，参与制定并实施食品的污染物监控，积极

推动食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建设及相关的政策法规建设。 

 

 

 

近几年，中心先后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这是全国质检系统内迄今唯一的一个

全国劳模集体； “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上海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重要荣誉。 

 

 

 



食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 

 

组织结构—— 

 

中心团队—— 

 

    中心现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高学历的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共有 135 人，其中博士

11 名，硕士 55 名，本科 36 名，其中教授级高工 2 名，高级工程师 24 名，具有中级职称人

员 42 名，平均年龄不到 35 周岁。通过近几年的人才建设与培养，已经建立起良好的人才梯

队，人员专业覆盖分析化学、食品科学、医药卫生、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管理科学等多学

科。 

 

中心主任 

管理部门 检验部门 

综合办公室 科技质量科 市场业务科 理化检验室 仪器分析室 微生物检验室 

副主任 副主任 



将责任理念融入发展战略—— 

 

使命： 

 为政府提供可靠的质量监督技术支撑 

 为社会提供权威的质量检验相关服务 

 

核心价值观： 

 真: 追求检验结果的科学性 

 信: 追求服务流程的公正性 

 和: 追求内外关系的包容性 

 进: 追求能力建设的创新性 

 

质检精神： 

敬畏法规 崇尚科技 奋发有为 乐于奉献 

 

执行理念： 

 工作准则: 责任落实 数据准确 服务优良 绩效卓越 

 行为规范: 文明做人，规范做事 

 服务宗旨: 热心 耐心 贴心--努力让顾客称心 

 风险意识: 疏漏是风险之源 

 用人信条: 想干事的有机会 能干事的给舞台 干成事的受尊重 

 

 

 



社会责任的实践与绩效—— 

 

 

 2014年，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 

 承担质检总局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任务 4406 批次； 

 除国抽外，承担各级政府部门监督抽查任务 8815 批次； 

 承担生产许可证（登记证）检测任务 1650 批次； 

 承担仲裁、司法鉴定的检测任务 65 批次； 

 承担社会委托检验 29616 批次 

 

国家食药总局各项风险、监督、专项、污染物检测任务如期进行，在人员相对紧张的情

况下，还对风险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提供各类检测方法，并做好各类总结的编制和

上报。全年多次参加国家食药总局召开的各类会议，积极参与国家、市局级任务的布置，逐

步调整工作方法以满足新形势的需要。改变政府服务工作方式，提高服务意识主动出击联系

区县局提供上门取样服务，已落实松江、闵行、奉贤和浦东等个区县固定或不固定取样，同

时争取到普陀食品企业全覆盖的标签专项抽检（全项目），浦东新区食品生产企业专项抽检

等业务。 

 

 

全年完成了 3起突发事件，共计 71个批次的产品应急检测，

包括崇明自来水苯酚污染事件应急检测 8 批次；上海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奉贤分局涉案样品应急检测 18批次；浦东新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铬专项应急检验 45批次样品。另有亚洲信任与合作峰会

作为餐饮保障单位承接了餐饮原料供应的部分保障工作共计 112

批次，并受到亚信峰会食品保障指挥部的表扬及肯定。 

 

 

 

借助婴幼儿乳粉的发证检验，凭借在婴幼儿配方乳粉全



项目检测方面的优势，积极主动与国内乳品企业进行联系。争取了包括伊利、蒙牛、味全、

还有福建明一等国内知名乳制品企业的发证和委托检验业务。加强与大客户及企业沟通，以

中心主任带队走访客户，主动服务大客户，通过帮助企业解决检测方面遇到的问题和困惑，

同时增加检测业务量。 

 

加强窗口服务品牌培育。中心坚持开展 “无愧第一岗、填好第

一单、把好第一关”争创活动、“检验明星、窗口明星、管理明星”评选活动等两个窗口服

务品牌  

 

优
质
服
务
水
平

优
质
服
务
水
平 连续几年获得市质监系统“窗口流动红旗”“窗口示范单位”

为客户开设新标准培训班、技术宣贯会，提供技术指导

对提出的意见建议，做到即知即改

召开客户座谈会，主动倾听建议

上门走访调研，征询服务对象意见

 

 

 

 

 

 

 

 

 



社会责任与服务社会能力的提升—— 

 

2014 年，中心能力提升科研能力水平，先后

完成各级科研项目的立项：上海市质监局级立项：完成了 3 个市局项目的立项，分别是《国

内外乳及乳制品中兽药残留限量比较及多兽药残留筛选型检测技术建立》、《奶粉中功能性低

聚糖的离子色谱检测研究》、《用于肉源性成分检测的二代测序定性方法的开发及相关 PCR

定量方法的建立》；省部级以上立项：完成 2 项质监总局科研项目立项，分别是《奶粉中功

能性低聚糖的离子色谱检测研究》、《国内外乳及乳制品中兽药残留限量比较及多兽药残留筛

选型检测技术建立》；合作项目立项：完成 1 个上海市科委技术标准专项立项：乳品及其食

品中焦磷酸铁等食品添加剂国家标准研究；发表中文核心期刊：共计发表文章 14 篇，其中

中文核心期刊 3 篇（省级以上科研项目发表的论文 2），科技核心期刊 5 篇，出版著作 1 本。 

 

以盲样形式安排对留样等样品进行检测，共布置了 12 个盲样样品共 40 个项次，对存在

的问题进行分析总结，使国家中心检验活动的质量得到有力的保障；根据《样品检验过程中

质量控制规定》并按照院质量处的要求制定了 2014 年《化学检测质控计划》，目前有近 260

个参数开展了过程质量控制，主要涉及食品、添加剂、重金属、真菌毒素、农药残留、水等，

并对蛋白质、有效物、铅、苯甲酸、马拉硫磷 5 个参数进行质控图分析，有效保证检验结果

的准确性。 

 

 



社会责任的延伸与丰富—— 

 

 

 

自 2011 年食化所与上海师范大学成立产学研合作基地

以来，先后培养了 2名研究生，实习本科生人数接近 40名，

与高等院校间进行了良好的互动交流，也为更多的在校学

生提供了实习平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今年 3月份，食化所再次被遴选为上师大产学研基

地，合作时间至 2017 年，并在原有应用化学专业、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基础上，又增加

了应用化学及化工工业专业，这些使合作平台更加广阔，段文锋同志被正式受聘为“上海师

范大学产学合作教育兼职教授”。同时与华东理工大学签署新一轮合作书。 

 

 

 

 

 

 开展实验室开放日活动 

 建成并挂牌“全国中小学质量教育社会实践基

地” 

 邀请各界代表来所参观； 

 开展“质量安全宣讲进社区”活动， 

 自 2012 年开始至今已开展了近 100 场讲座， 

 2014 年走进了全市 17 个区县近 50 个社区，为近 2000 名社区居民宣讲食品和产品

质量安全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