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程安排

目标：

确定应对全球食品安全
当前和未来挑战的主要
行动和策略

强化最高政治层面的承
诺，在《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中拓展食品
安全行动

粮 农 组 织 / 世 卫 组 织 / 非 盟 第 
一届国际食品安全会议
2019年2月12-13日，亚的斯亚贝巴

关于本次会议

会议将包括技术专题介绍和讨论以及部长论坛，
卫生、贸易和农业官员与专家将齐聚一堂，共商食
品安全关键问题和战略行动。讨论重点是分享各自
视角、新出现的问题以及各种良好做法。
专题会议将讨论：

•	食源性疾病负担与投资保障食品安全的惠益；
•	气候变化加快背景下安全、可持续的粮食系统；
•	推动科学、创新和数字化转型，提高食品安全；
•	赋权消费者，帮助做出健康食物选择、支持可持
续粮食系统。

四个专题会议将分别讨论五个问题	-	发言人在会
上做简短介绍，在会前提供论文。背景文件可在会
议网站上查询：	
www.who.int/food-safety/international-food-safety-conference 



2月12日
10:00-11:30

开幕式
Ibrahim Assane Mayaki,  非洲发展新伙
伴关系首席执行官——会议主席
Josefa Leonel Correia Sacko, 非盟农村
经济与农业委员
若泽·格拉济阿诺·达席尔瓦，粮农组
织总干事
谭德塞，世卫组织总干事
罗伯托·阿泽维多，世贸组织总干事
穆萨·法基·穆罕默德，非盟委员会	
主席
阿比·艾哈迈德，埃塞俄比亚总理

12:00-13:00

开幕部长论坛
应对食品安全挑战

全球多位部长将就各自面对的食品安
全挑战提供洞见，探讨改进食品安全的
行动，为专题会议奠定基调。

主持人:
Girum Chala，中国国际电视台（埃塞
俄比亚）记者

14:30-16:30

专题会议1 
食源性疾病负担与投资保障食
品安全的惠益

不安全食品的公共卫生负担：需要
全球承诺
Arie Hendrik Havelaar，美国佛罗里达
大学教授

食品安全领域投资的经济理由
Steven Jaffee，世界银行集团首席农业
经济学家

撬动私营部门对安全价值链的投资
Ed Mabaya，非洲开发银行经理

中低收入国家以人为本的食品安全
投资
John McDermott，国际粮食政策研究
所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农业促进营养
与健康研究计划主任

采用综合方法应对食品安全风险的
必要 – 霉菌毒素案例
Chibundu Ezekiel，尼日利亚巴布科克
大学高级博士后研究员

主持人:	
Nathan Belete，世界银行集团全球农
业实践局局长

16:30-18:30

专题会议2
气候变化加快背景下安全、可
持续的粮食系统

气候变化及对食品安全的影响
Cristina Tirado-von der Pahlen，美国
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国际气候倡议主任

安全可持续作物生产：实现目标
Howard-Yana Shapiro，美国玛氏公司
首席农业官

安全、可持续的畜牧生产
Tim McAllister，加拿大农业及农业食
品部首席研究科学家

安全可持续水产养殖集约化
José Miguel Burgos，智利大学研究
员、前智利国家渔业和水产养殖服务部
部长

替代性食品和饲料产品
Eva Maria Binder，澳大利亚ERBER集
团首席研究官

主持人：
Abebe Haile-Gabriel，粮农组织助理总
干事、非洲区域代表

18:30-19:30

小组讨论
民间社会与私营部门

Leon Gorris，国际食品科学与技术联合
会（IUFoST）食品安全主管
Cris Muyunda，非洲农业发展综合方
案（CAADP）民间社会组织协调员
Samuel Godefroy，加拿大拉瓦尔大学
教授
Laura Fernández Celemín，欧洲食品
信息理事会总干事
Owen Fraser，国际分析化学师协会撒
哈拉以南非洲分部主席
Greg S. Garrett，全球改善营养联盟
（GAIN）粮食政策和融资主任
Barbara Kowalcyk，美国食源性疾病
研究预防中心联合创始人、前任首席执
行官
David Crean，美国玛氏公司企业研发
副总裁

主持人:
Girum Chala，中国国际电视台（埃塞
俄比亚）记者

19:30-21:30

招待会
多功能厅

英文版最新、更全面日程，请查阅：

www.who.int/food-safety/international-food-safety-conference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活动均在纳尔逊·曼德拉厅举行。



2月13日

9:00-11:00

专题会议3
推动科学、创新和数字化转
型，加强食品安全

全基因组测序 – 扫清前方障碍，深
入认识食品系统
Juno Thomas，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
肠道疾病中心主任

新型食物生产
Aideen McKevitt，爱尔兰都柏林大学	
教授

采用新型分析方法和模式，加强食
品安全工作
Steven Musser，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科学业务副主任

本地食品价值链中技术开发与应用
的政策考虑
Kennedy Bomfeh，加纳大学食品科	
学家

食品系统数字转型
Mark Booth，澳新食品标准局首席执	
行官

主持人：
Robert van Gorcom，荷兰瓦赫宁根大
学及研究所食品安全研究所所长

11:30-13:30

专题会议4 
赋权消费者，帮助做出健康食
物选择、支持可持续粮食系统

膳食转变与营养不良的三重负担需
要采取行动
Francesco Branca，世卫组织营养促进
健康和发展司司长

在食品系统日趋复杂的大背景下认
识食品安全风险与不确定性，满足
公民的期望
Barbara Gallani，欧洲食品安全局沟
通、参与及合作处处长

在数字时代与公众有效沟通并让公
众参与应对食品安全质量问题
Lynn Frewer，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

运用食品安全的市场力量
Stephen Mbithi，肯尼亚新鲜农产品出
口商协会技术顾问、前首席执行官

共担责任，为消费者赋权
Rebecca Berner，墨西哥国际消费者协
会制度开发处处长

主持人：
Svetlana Akselrod，世卫组织助理总干
事，主管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卫生

14:30-15:30

会外活动：
非洲联盟自由贸易区安全
食品贸易特别活动

15:30-16:00

专题会议总结
Ibrahim Assane Mayaki，非洲发展新
伙伴关系首席执行官——会议主席

16:00-17:00

小组讨论 
国家机构的决策者和负责人

Pawan Agarwal，印度食品安全和标准
局首席执行官
Jorge Dal Bianco，阿根廷国家食品质
量安全局局长
Sètondji Epiphane Hossou，贝宁食品
卫生安全局局长
Zainab Jallow，冈比亚食品质量安全局	
局长
Bernhard Kühnl，德国联邦食品与农业
部食品安全和动物卫生局局长
Mohammad Mahfuzul Hoque，孟加拉
国食品部食品安全局主席

Hussein Mansour，埃及农业农垦部国
家食品安全局主席
Pietro Noè，意大利卫生部食品、卫
生、安全和营养总局局长

主持人：
Mary Lou Valdez，美国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国际项目办公室国际项目副主任

17:00-18:00

小组讨论
伙伴组织

Jimmy Smith，国际畜牧研究所所长
Jean-Philippe Dop，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机构事务与区域活动副总干事
Aurelia Patrizia Calabrò，工发组织埃
塞俄比亚代表兼区域中心主任
Simeon Ehui，世界银行集团食品与农
业全球实践主任
Matthew Hudson，欧盟委员会卫生与
食品安全总司司长
Stephanie Hochstetter，世界粮食计划
署驻罗马机构协调主任

主持人：
Girum Chala，中国国际电视台（埃塞
俄比亚）记者

18:00-19:00

闭幕式
小组讨论关键信息总结
未来食品安全亚的斯亚贝巴宣言
闭幕致辞

英文版最新、更全面日程，请查阅：

www.who.int/food-safety/international-food-safety-conference



• 非洲区域经济共同体

• 非洲联盟

• 非洲联盟成员国

• 国际消费者协会

• EAT论坛

• 埃塞俄比亚卫生部

• 欧洲联盟

2019年2月12-13日，亚的斯亚贝巴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非盟第一届国际食品安全会议

2019年4月23-24日，日内瓦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世贸组织国际食品安全与贸易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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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食品法典

•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食品安全主管
机构国际网络

• 印度食品安全与标准局

• 全球食品安全伙伴关系

• 国际畜牧研究所

•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 世界银行集团

• 世界粮食计划署

• 世界卫生组织

•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 世界贸易组织/标准和贸易发展 
基金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非盟第一届国际食品安全会议展览

展览将于2019年2月12-13日9:00至19:00时在非盟委员会总部“A厅”和“B厅”举行。下列组织将展
示其食品安全举措并交流相关信息材料。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非盟第一届国际食品安全会议与下列机构共同筹办

特此鸣谢会议捐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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