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青卫食品 〔２０２０〕 ５ 号

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成立第二届青海省食品安全地方 (企业)

标准审评专家委员会的通知

各市、 自治州卫健委ꎬ 省卫生监督所、 省疾控中心:

为全面贯彻落实 «食品安全法» 及其实施条例ꎬ 进一步提

高青海省食品安全标准水平ꎬ 我委决定成立第二届青海省食品安

全地方 (企业) 标准审评专家委员会 (以下简称专家委员会)ꎮ

专家委员会由各相关部门、 医疗机构、 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推

荐ꎬ 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遴选产生ꎮ 李玉浩同志任主任委

员、 王晓节、 束彤、 金青龙、 张辉同志任副主任委员ꎬ 黄庭琳同

志任秘书长、 席颖颖任副秘书长ꎮ 专家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省卫生

监督所ꎬ 负责办理日常工作ꎮ 专家委员会从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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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相关工作ꎮ

青海省食品安全地方 (企业) 标准审评专家委员会的主要

职责是: 提出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建议ꎬ 对有关食品安全地

方标准的重大问题提供技术咨询ꎻ 指导对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备

案技术审查ꎻ 承担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 政策解读等相关工

作ꎻ 参与食品安全标准知识普及和人员培训ꎮ

附件: １. 第二届青海省食品安全地方 (企业) 标准审评专

家委员会名单 (４３ 名)

２. 第二届青海省食品安全地方 (企业) 标准审评专

家委员会首席专家名单 (７ 名)

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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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第二届青海省食品安全地方 (企业) 标准审评

专家委员会名单 (４３ 名)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担任职务 联系电话

１ 李玉浩 青海省卫生监督所 副所长 主任委员 １３０８６２８４６１８

２ 王晓节 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党委书记 /副主任 /

主任医师
副主任委员 １３７０９７６０８１０

３ 张　 辉 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检验检测中心理化科

科长 /研究员
副主任委员 １３９９７１９５２０９

４ 束　 彤 青海省食品检验检测院 院长 /高级工程师 副主任委员 １３９９７１２９３７６

５ 金青龙
青海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中心
主任 /高级农艺师 副主任委员 １３９９７０８１５０８

６ 黄庭琳 青海省卫生监督所 一级主任科员 秘书长 １３５１９７０６１７５

７ 席颖颖 青海省卫生监督所 四级主任科员 副秘书长 １７６９７１７８６０９

８ 杨　 钧 青海省卫生监督所 所长 委员 １３９９７０６７６４０

９ 马华贞 青海省卫生监督所 一级主任科员 委员 １３９９７０５８０１４

１０ 丁晨旭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

究所
副研究员 委员 １３７０９７１０３９１

１１ 李玉林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

究所

分析测试中心主任 /
研究员

委员 １３５１９７１９５１９

１２ 胡风祖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

究所
研究员 委员 １５１１０９８４４２７

１３ 王卫军 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业务部主任 /副研究员 委员 １３０８６２９６６７７

１４ 史春波 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职业卫生与公共卫生所

所长 /主任医师
委员 １３５１９７７７５８０

１５ 汪春翔 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检测检验中心副主任 /

主任技师
委员 １８７９７３７６０８１

１６ 王　 红 青海省食品检验检测院
理化室主任 /
副主任药师

委员 １３７０９７４６４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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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担任职务 联系电话

１７ 沈　 丽 青海省食品检验检测院
办公室主任 /高级

工程师
委员 １３９９７３３０８２４

１８ 王树林 青海大学农牧学院 院长助理 /教授 委员 １３８９７６４４８１２

１９ 曹效海 青海大学农牧学院 动物科学系主任 /教授 委员 １５２０９７８８７６２

２０ 王慧春 青海师范大学
生物资源与生物技术

研究所副所长 /教授
委员 １３７０９７５５６３５

２１ 曾　 阳 青海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 委员 １３９９７０９８６４５

２２ 张得钧 青海大学生态环境工程学院 副院长 /教授 委员 １３９９７１６６２２１

２３ 李　 翊 青海省食品工业协会 秘书长 委员 １８９９７１７７７１５

２４ 李军乔
青海民族大学生态环境与资源

学院
院长 /教授 委员 １３９９７２７８１７１

２５ 杜利民
青海省包装食品和食品工业办

公室
主任 委员 １３７０９７２５０６５

２６ 张　 茹 青海省兽药饲料监察所 副所长 委员 １３９９７０５９６９６

２７ 张鹏飞 青海省粮油检测防治所 所长 /高级工程师 委员 １３０８６２６８２２２

２８ 苏英蕾 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政策法规处处长 委员 １８７９７１７０６１２

２９ 陈建宁
青海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中心

综合科科长 /
高级农艺师

委员 １３９９７１８２８７８

３０ 王渭清 青海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质检中心主任 /高级

工程师
委员 １３９９７０７５２６１

３１ 常立娟 青海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质检中心主任 /高级

工程师
委员 １７３０９７８０１５０

３２ 侯保宁 西宁海关
动植物和食品

检验检疫处处长
委员 １３８９７５８８６６２

３３ 郭庆斌 西宁海关
二级调研员 /高级

工程师
委员 １８６９７１０８６２０

３４ 魏玉海 西宁海关
技术中心主任 /高级

工程师
委员 １３９９７２６０６９０

３５ 赵　 青 西宁海关

动植物和食品检验检

疫处二级调研员 /
高级兽医师

委员 １３８９７５８６８９１

３６ 洪　 江 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特殊食品监管处处长 委员 １３８９７１８３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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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担任职务 联系电话

３７ 秦华成 青海省市场监管局 标准化处处长 委员 １３９０９７１８０５６

３８ 严文柏 青海省市场监管局
食品生产安全

监管处处长
委员 １３９９７２７４８２８

３９ 赵成元 青海酒业协会会员 工程师 委员 １３８９７０２４２７９

４０ 高　 昆 青海省轻工业研究所
研发部主任 /高级

工程师
委员 １３５１９７４１３８３

４１ 崔　 鹏 西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技师 委员 １３５１９７７５４２８

４２ 熊成文 青海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 主任药师 委员 １３６１９７１２７９０

４３ 蔡金山 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 /推广研究员 委员 １３９０９７１５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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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第二届青海省食品安全地方 (企业) 标准审评

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名单 (７ 名)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联系电话

１ 王晓节 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党委书记 /副主任 /主任医师 １３７０９７６０８１０

２ 张　 辉 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检验检测中心理化科科长/研究员 １３９９７１９５２０９

３ 王渭清 青海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质检中心主任 /高级工程师 １３９９７０７５２６１

４ 张鹏飞 青海省粮油检测防治所 所长 /高级工程师 １３０８６２６８２２２

５ 金青龙 青海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主任 /高级农艺师 １３９９７０８１５０８

６ 曹效海 青海大学农牧学院 动物科学系主任 /教授 １５２０９７８８７６２

７ 魏玉海 西宁海关 技术中心主任 /高级工程师 １３９９７２６０６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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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形式: 主动公开

　 抄送: 省民宗委、 省政府食安办、 省工信和信息化厅、 省商务厅、 省

农业农村厅、 省市场监管局、 西宁海关、 省粮食局ꎮ

　 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