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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际比较视角下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研究∗

周永刚　王志刚

摘　要: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致使社会

矛盾激化,政府公信力面临重大考验.本文首先对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现状及特点进行了分

析,并从制度设计、法律体系、食品安全标准、监管力量等方面梳理了在国内监管方面存在的问

题与不足,在此基础上,分别从监管体系、法律体系、标准体系等视角分析了发达国家在食品监

管方面的有益经验,并就如何提高我国食品监管水平,改善食品消费质量提出了体制重构、主
体重构、理念重构、手段重构等四点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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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其质量和安全性事关每个公民

的身心健康,更关乎人类的长远发展.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一方面影响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使
食品行业面临信任危机,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政府监管不当、经验不足的现状.
可以说,当前食品安全已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如果不加以及时有效的解决,势必会影响社会

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新时期以来,各级政府陆续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运用落实制度、强化监管、规范经营、媒体引导

等手段,逐步理顺各利益主体的关系,极大地降低了大规模食品安全事件爆发的可能性,成效显著.不

可否认的是,鉴于认知水平、执行力度、实践经验、地域差异等原因,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依旧不容乐观,小
规模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屡禁不止,给整个食品产业有序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发达国家在食品安

全监管方面已相对成熟,其健全的食品安全体系、规范的制度管理和及时的预警机制,可以给我国带来

诸多启示.基于此,本文在分析了我国食品安全体系现状、特点、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发达国家(地区)
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以期能为建立健全国内食品安

全体系,促进食品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二、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现状及特点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受收入水平、所在地域、饮食习惯、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国内地区、民族、
城乡之间食品消费差异极大,给食品监管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食品需求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国贸易往来日益密切,产品极大丰

富,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中国的食品业一直保持供需双增的良好发展态势.总的看来,有如

下三个特点:
(一)食品安全稳中有升,政府监管日趋规范

当前,我国居民的食品消费已逐步从温饱型过渡到发展(享受)型,更加关注食物的营养,讲求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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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科学性.消费者消费风格的转变,倒逼生产者改变以往以量取胜的营销策略,专注于改进生产工艺

流程,提升产品质量,寻求质量领先的全新营销模式.入世以来,国外食品企业纷纷进驻中国,抢滩国内

食品业市场,希望从中分一杯羹.竞争的结果,一方面,使优秀的食品企业脱颖而出,创造出更多的优质

产品,赢得可观的收入.另一方面,竞争机制的引入,使食品价格逐步回归理性,进一步唤醒了消费者的

消费热情,提高了其食品消费的满意度,并增进了其福利.为保持消费市场供需两旺的发展态势,各级

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依照全程监管的理念,坚持预防为主、源头治理的指导思想,形成

了中央领导、地方负责、部门协调、各方联动的监管模式,食品安全监管网络初步形成.截至２０１２年６
月,我国现行的,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文件已近５００件,食品安全的管理已基本进入法制化轨

道.为进一步突出食品药品的重要性,２０１３年３月,国务院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
具体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工作.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和食品监管体系

的有效建立,为增进食品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食品安全事件局部多发,总体安全可控

一般而言,食品安全事件大致可分为三类,即化学性污染(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等)、食源性

疾病(细菌、病菌、毒素)、食品添加剂的非法使用.其中,食源性食品安全问题最为突出,属于全球性的

公共卫生问题,需要重点加以解决;但似乎我们始终抓不住食品安全问题的要害,总是在疲于应付,难以

招架.２００３年,浙江金华爆出“敌敌畏火腿”事件;２００４年,安徽阜阳爆出“大头娃娃”事件;２００５年,上
海的“瘦肉精”事件和北京的“福寿螺”事件;２００８年,震惊全国的河北石家庄“三聚氰胺”事件;２００９年,
“毒餐具”再现餐桌;２０１１年,上海超市惊现“染色馒头”;２０１２年,媒体又相继爆出“地沟油”“皮革奶”“毒
胶囊”“塑化剂”等事件食品安全事件就如同一面镜子,一方面在拷问生产者的道德良心,另一方面

也折射出政府监管效能的低下.它们在步步紧逼公众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人们不禁要问,我们

到底还能吃什么? 科技的进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信息流、物质流、交通流相互组合的时间愈加短暂,
但释放的能量效应却在成倍放大,影响更加深远.如今,食品安全问题已超出基本的生存层面,逐步上

升为关乎国家(地区)稳定的政治问题.因而,如何重拾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为民众创造一个良好的

食品生产、加工、流通与消费的环境,已成为各国政府重点关注的议题.为此,我国政府各部门齐抓共

管、通力合作,以法律法规为准绳,加大惩处力度,确保我国食品安全总体形势安全可控.具体来看,在
国家层面,２００９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确立了以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和评估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制度,并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作为制定、修订食品安全标准和对食品安全

实施监督管理的科学依据.在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惩处方面,各级政府均加大了惩处力度,以增加威慑

力,提高不法分子的违法成本,对于食品安全犯罪中的累犯、惯犯、主犯予以重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
涉及数额巨大的个人或团体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三鹿三聚氰胺为例,先后１０余人接受党政处

分,另有１２人受到刑事处罚.
(三)食品安全体系日臻完善

食品安全体系包括风险评估和安全监管两个方面.首先,在食品安全的风险评估方面,２００６年和

２００９年相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食品安全法»均对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内

涵、作用及具体实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表明我国已经进入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法制化轨道.为了更

好地提升食品安全监督的效率,卫生部先后建成了一个由１个国家级、３１个省级、２８８个地市级监测技

术机构所组成的食品污染物和有害因素监测网,一个由１个国家级、３１个省级、２２６个地市级和５０个县

级监测技术机构组成的食源性致病菌监测网,初步掌握了国内食品中化学污染物和食源性污染的基本

状况.依托于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制度,国内已基本实现了对３１个省(市、区)的１４４个大中城市

的有效监测.截至２０１０年底,我国具备食品检验能力的检验监测机构已达到６３００家,拥有监测人员

６４万名.其次,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处在食品监管的初级阶段.当前,国内

涉及食品安全的法律仅有«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缺乏针对具体监

管对象的配套法规,致使食品监管机构在行使部门职权时往往陷入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为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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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监管的效率,新出台的«食品安全法»对各部门职能作了明确划分,逐步形成了一套由中央一级政府

机构(农业部、卫生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食药局等)与其在地方上的直属机构所构成,并对国务院负责

的全新治理体系.２０１３年,为进一步突出食品安全的重要性,杜绝重复监管,明确责任,国务院重新组

建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专门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标准制定工作,而农业部则负责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总体看来,我国食品安全体系正处在不断建设和完善之中,部门及职能设置日趋合

理,食品安全风险控制和监管水平较以往有了大幅提升.

三、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问题探析

当前,我国食品消费正处在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过渡阶段,形势纷繁复杂.食品安全事件的多发除了

受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需求结构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之外,食品监管体系不健全等制度性因素

也难辞其咎,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属地管理体制弱化了监管的横向约束

信息、交通、物流系统的一体化,使食品安全风险具有跨地区的性质.尽管属地管理制度延长了食

品监管的纵深,但却忽视了地区间的横向联系.国内多头监管的制度安排赋予了各部门相对的食品安

全监管权,由于缺乏必要的沟通与约束机制,彼此间画地为牢现象严重,为自身找寻到一块权利的自留

地,而忽略了机构本身所要承担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责.人为的制度性隔离,一方面,滋生了食品监管的

地方保护主义,助长其安全让位于稳定的政治逻辑,引致制度悬置;另一方面,属地管理容易驱使监管者

形成“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认识错位,使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变异为“公共物品”.理性的地方政府

会产生风险外溢的机会主义心理,致使“问题食品”成为“烫手的山芋”,在部门和地区间逐次转嫁,食品

安全风险被无限放大.
(二)法律体系不健全使得监管难以有效开展

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食品安全管理的历史相对较短,突出表现在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不健全等方

面.据统计,新中国成立至今,部级以上机关所颁布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仅８４０余项.我国真正

开始开展食品安全立法工作是在改革开放以后.１９７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管理条例»的出

台,标志着我国食品安全开始进入法制化轨道.随后,又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试
行)»(１９８２),«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１９８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１９９３)、«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

质量法»(１９９３)、«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法»(１９９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食品安全法»(２００９)等主要法

律法规,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法律依据.即便如此,仍存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

主要法规老旧,难以契合当下实际.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法规大多制定于上世纪８０~９０年代,一直沿

用至今,已与当前食品安全纷繁复杂的现状脱节,致使执行效果更是大打折扣.其二是处罚力度较轻.
威慑力不足.以«食品安全法»为例,该法对于因食品生产或销售所产生危害的赔偿上限仅为违法所得

的１０倍,五年内不能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过低的失信成本对被监管者而言无异于隔靴搔痒,
也间接助推其违法行为的发生.

(三)食品安全标准建设滞后

据统计,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２０００项、行业标准３０００项、地方标准１２００项,内容涵盖谷

物及豆类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肉制品、蛋制品、乳制品发酵食品、食品添加剂等１９个大类,能够基本

做到对食品行业的覆盖;但仍存在标准结构松散、部分标准标龄过长、检测无标可依等问题.具体来看,
在标准结构方面,受多头监管等体制性因素影响,标准重复、不一现象时有发生.以猪肉为例,各部门基

于监管需要先后制定了 GB２７０７、GB１８４０６．３、GB９９５９．１、NY５０２９等多个强制执行标准,由于缺乏统一

的限定,给监管和企业带来了不小的难题.此外,现行食品标准的实效性明显滞后.据统计,标龄５~
１０年、１０年以上的食品标准占比高达５０％和２５％,个别标准未修年限甚至长达２０年.在农药残留标

准方面,«农药残留限量»«无公害蔬菜安全要求»«无公害水果安全要求»等主要的农药残留标准中,尽管

对４００多种农药最大残留量给出了标示,但是与«农药中文通用名称»中规定的１２００余种农药仍未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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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另外,在新版 GB２７６３中,有３４种农药没有提供相应的检测方法标准.在食品添加剂标准方面,

２４００种食品添加剂中仅有２０％存在安全限量标准,造成添加剂滥用现象多发.
(四)监管力量供需落差降低了食品安全治理的效度

目前,食药监管系统人员总量仅为８万人,与２７３万家庞大的监管对象相比,监管人员配置严重失

衡.一方面,监管人才队伍的供给不足导致食品安全监管的范围和频度大打折扣,在传统的农村服务于

城市的监管逻辑下,农村食品监管基本处于缺失状态,而食品监管部门的“运动式”抽查,显得力不从心,
农村食品市场一度被媒体称为“消废市场”.农村食品安全问题更是继种子和农药之后,进入农民最不

放心产品的前三位.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食品监管问责的制度空白,监管者形成了一种监管惰性,
影响了监管的效度.在监管的技术层面,我国的食品安全检测技术较国外还有明显的差距,特别是在一

些对人体健康危害大和国际贸易极为敏感的污染物的关键检测技术方面.以农药残留为例,美国FDA
可检测出３６０余种农药,德国可检测出３２５种,加拿大可检测出２５１种,而我国目前尚缺乏能够同时检

测出上百种农药残留的多残留技术.此外,在黄曲霉毒素、残留动物性激素、禽流感病毒以及抗生素快

速检测等领域也亟待研究新技术.

四、食品安全监管的国际经验及借鉴

食品安全建设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涉及多行业、多领域、多部门,因而必须建立起一套分工明确、
管理规范、规制严明的制度化体系.唯有此,才能实现从田园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全过程的管理与控制.
发达国家在食品安全体系建设的成功经验,为我国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借鉴.

(一)完善的监管体系

１．美国经验

在食品监管方面,美国以联邦制为依托,进行了垂直管理的制度设计.从纵向来看,总统食品安全

委员会是食品安全的最高权力机关,负责管理与协调整个国家的食品安全工作,并向总统负责.其下辖

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农业部(USDA)、环境保护署(EPA)等多个部门,按照食品种类的不同明确

职责划分并进行全程追踪,监管范围涵盖种植、生产、销售、运输、进出口等多个环节,有效避免了因权责

不清所带来的监管真空问题.各州按照联邦食品监管部门的要求自行处理食品安全与监管事务,对上

级部门负责.此外,美国还相继成立了国家健康研究院、法典办公室、国家经济研究局等机构,专门从事

食品安全的研究、教育、预防与检测工作;强化科研院校、行业协会、媒体舆论、公民自监督的作用,在监

管上形成了政府负责、部门落实、全民参与的治理格局.２０１０年,美国出台了«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
赋予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更多的权力.此举表明,美国药品监管正式步入预防为主的时代.

２．欧盟经验

欧盟下辖２５国,人口５０６亿,如何确保食品风险安全可控,维护个体的生命健康权,自然便成为其

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与美国类似,欧盟的食品监管以«食品通用法»为依据,强调监管的一致性.在欧

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地区层面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和国家层面的专业管理委

员会,二者形成纵向联系.各成员国食品安全体系的建立应以欧盟法规和指令为指导,并结合自身实

际,灵活选择.其中,以德国的州负责制和英国的单独机构负责制为代表.进一步地,２００２年欧盟专门

成立了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负责向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等决策机构提供与食品安全有关的风

险评估、政策建议,并保证食品安全信息的公开透明.与美国食药局(FDA)不同的是,该局不受部门规

章制度的限制,可以控制整个食物链条.

３．日本经验

日本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由官方和半官方(民间)两个部分组成.官方机构以厚生劳动省、农林水

产省和内阁府消费厅为主.厚生劳动省主要负责国内及进口农产品(食品)的监管、农药残留限量确定、
农产品污染、HACCP认证及更新等工作.该部门内部设有食品药品卫生专家审议会,负责对执行部门

的技术咨询工作;下设３１个食品卫生检疫所(监督检查农产品卫生状况),７个地方厚生局(HACCP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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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认证).农林水产省主要负责国内生鲜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农药投入品监管、动植物检疫、农产品信

息整理、发布等工作.主要部门有:内部的食品安全危机管理小组(制定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并
指导实施),下辖８个地方农政局(水产品的JAS制度及可追溯制度实施与监管).内阁府消费厅成立

于２００９年,主要负责食品标识的治理,并统筹管理消费者事务.２００３年日本首次尝试将民间力量引入

到食品安全监管中来,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最高决策机构由７位来自民间的专家组成,由
首相亲自任命,属于直属内阁机构.职责主要有三,即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对风险管理部门进行政策指

导与监督和风险信息沟通与公开.其下设专门调查委员会负责专项案件的检查评估工作,由２００名专

门委员构成,均为民间专家.进一步地,按照监管对象类别的差异,该专门调查委员会又细分为化学物

质评估组、生物评估组以及新食品评估组三个组别.食品安全委员会虽然是痛定思痛的产物,但该机制

的出现无疑极大地平复了日本国民的情绪,对改善该国的食品安全状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健全的法律体系

１．美国经验

美国是最早进行食品安全立法的国家之一.早在２０世纪初(１９０６年),该国就颁布了第一部食品

安全法规«联邦食品和药品法».其中明确规定,禁止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等在市场上销售.此后百余

年,经过不断的修订、完善、扩充,已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形成了以«联邦食品、药
品和化妆品法»(FFDCA)、«联邦肉类检验法»(FMIA)、«食品制品检验法»(EPIA)、«禽肉制品检验法»
(PPIA)、«食品质量保护法»(FQPA)、«公共健康服务法»(PHSA)、«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FSMA)等
综合性法规为支撑,«食品添加剂修正案»(FAA)、«色素添加剂修正案»(CAA)、«婴儿食品配方法»
(BFDA)、«联邦肉类检查法»(FMIA)等具体(专业性)法规为补充,涵盖食品产业各个环节、数量繁多的

法律和产业标准.

２．欧盟经验

欧盟自成立(１９９３年)之初,就十分重视食品安全立法工作.早在１９８０年欧共体(欧盟前身)就制

定了«欧盟食品安全卫生制度»用以约束成员国的食品生产、流通、销售等行为.１９９６年,英国疯牛病的

爆发,使欧盟食品安全立法的进程大大加快.次年,欧盟颁布了«食品安全绿皮书»;在此基础上,２０００
年出台了«食品安全白皮书»;２００２年颁布了食品安全监管的基本法«食品通用法»;２００６年颁布了«新欧

盟食品及饲料安全管理法规».目前,欧盟已陆续制定了２０余部食品安全法规,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法律

体系,基本实现对所有食品的全覆盖.

３．日本经验

“日本制造”之所以获得全世界的普遍认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健全而完备的法律体系.早在上

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日本进入食品安全事件(牛奶砒霜中毒、米糠油症)高发期,民怨沸腾.日本政府痛定

思痛,决心花大力气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至此该国开始重视食品安全立法工作.以２００３年为界,前期日

本更注重为食品的安全立法,相继出台了多部法律.主要包括１９４８年的«农业取缔法»«农药管制法»,

１９５２年的«营养改善法»,１９７３年的«化学物质审查法»,１９９８年的«关于食品制造过程管理高度化临时

措施法»,２００１年的«转基因食品标识法»,２００２年的«健康增进法»等.２００３年之后,日本食品立法进程

有所放缓,将部分重心转移到对已有法规的修订方面.先后修订了«食品卫生法»«营养师法»«化学物质

审查法»等多部重要法律.在法律的制定方面,２００３年出台了«食品安全基本法»«农药管理法»«牛肉可

追溯法»«肯定列表制度»,２００９年出台了«大米可追溯体系法».总的来看,在食品安全立法方面,日本

已形成了以«食品卫生法»«食品安全基本法»为基础,«农业取缔法»«健康增进法»«种苗修改法»等为补

充,«牛肉可追溯法»«大米可追溯体系法»«肯定列表制度»为抓手,涵盖食品安全、化学制剂、消费者权益

等多层级完整的法律体系.
(三)完备的标准体系

１．美国经验

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更强调全程监管的重要性,遵从于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的监管逻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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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涵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企业操作规范在内的三级食品生产标准体系.国家标准由农业部和

公共服务部等相关机构负责制定;行业标准更强调民间行业协会(标准制定的主体)的职能;企业操作规

范则由农场主或企业制定,并接受食品监管部门审查.在该国«联邦法规法典»的农业篇中涵盖的农产

品标准就多达３５２个.其中,新鲜蔬菜、水果和其他产品的等级标准１６０个,加工端的蔬菜、水果和其他

产品(冷藏、灌装)的等级标准１４３个;商业经营(实践)篇中有关食品安全的标准２２个,而环境保护标准

中有关污染、辐射等方面的标准更是多达６０８项.截至２０１２年,美国制定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已经超

过了１１万个.在质量认证方面,又细分为自愿性认证和强制性认证两类.自愿性认证主要涉及有机

食品认证、公平贸易认证、安格斯牛肉认证等.该类认证多由行业协会发起,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农产品

的竞争力.强制性认证是政府基于农产品质量安全、员工福利、环境等考虑而制定的具有强制性和法律

约束力的标准体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 GMP、HACCP、GAP和“海豚安全”金枪鱼等认证标志.

GMP(良好作业规范)是一种专门针对生产环节产品质量和卫生条件的强制性标准.该认证最早出现

在药品行业,１９６９年扩展到食品加工、制造、存储等行业.迄今为止,美国已先后对婴儿食品、瓶装饮用

水、酸性食品、辐射食品等强制实施了 GMP认证.HACCP(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认证是一种以食

品安全预防和控制为主的系统方法,强调对食品安全的全程监管,完整的 HACCP体系包含三个层级,
具有典型的金字塔结构.其中,HACCP计划处于顶端,发挥着目标导向功能;SSOP(卫生标准操作流

程)为中坚力量,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GMP则是基础,是该体系得以有效实施的前提.目前,HACCP
认证体系已被广泛运用到禽肉类、果蔬汁、餐饮业、化妆品以及水产品等多个行业,在预防、减少或消除

食品安全危害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得到全世界的广泛认可.

２．欧盟经验

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欧盟就开展了 HACCP制度的立法工作.其先后在２０００年的«食品安全白皮

书»和２００２年的«欧盟基本食品法»中要求强制推行 HACCP监管体系,并做好对企业实施情况的记录

与检查工作.截至２０００年底,欧洲三大标准化机构(欧洲标准化委员会、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欧洲

电信标准化委员会)制定的欧洲标准就达到１０５００项.其中,在食品和农业方面,欧盟现有指令(EEC/

EC)３３０个,欧洲标准(EN)２２０个.在其他的１０余万个标准中,涉及农产品达２５％.在农药残留控制

方面,欧盟也制定了１７０００余个残留限值.２００６年伊始,欧盟开始施行更为严苛的食品(饲料)安全新

规,即进入欧盟的食品必须符合欧盟食品安全标准.以茶叶为例,农残检测项目从１９９９年的９项陡增

至２００７年的２２７项.在全部的检测项目中,有２０７项农药残留向量标准为当时仪器所能检测的底线.

３．日本经验

与美国和欧盟相比,日本的 HACCP体系当前还处于非强制性阶段.目前,该国已先后在生鲜牛

奶、乳制品、水产品、速食食品、软饮料、加工肉制品等６种食品行业中进行了推广与应用.在可追溯体

系的建设方面,日本走在了世界的前列.２００１年,日本疯牛病肆虐,为重振食品安全国家形象,增强国

内消费者信心,该国开始大力推行食品可追溯体系.相应地,２００２年,肉牛身份认证制度建立,实现了

肉牛信息随时可查;２００３年,大米全程身份认证制度大面积推开;２００６年,日本将身份认证制度扩展到

所有食品品类,并对食品产地、农药化肥使用、储运过程等信息详细标注记录,保存期２年以上.２００６
年５月２９日,日本以加强对农产品中农业化学品残留监管为由,宣布废除原有的“否定列表制度”,正式

实施«食品中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与前者相比,肯定列表制度(positivelistsystem,PLS)
更为严格,涉及７３４种农业化学品和５１３９２个限量标准,平均每种食品、农产品的残留限量标准多达

２００项,更有甚者突破４００项.因而,肯定列表制度被认为是史上最严苛的检测标准.

五、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政策建议

(一)体制重构:优化顶层设计对属地管理体制进行合理化改革

食品安全大部制的背景,要求我们重新理清监管的思路,提高监管的指向性与效度.其一,进一步

优化当前我国食品监管的体系,加强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建立双(多)向协调沟通机制,杜绝各自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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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的发生.其二,应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尝试逐步推广基于食品品种(类)的监管制度,克服分段监管

所导致的“监管碎片化”问题,建立单个部门负责制下的一体化监管模式.其三,突出“地方总负责制”下
的垂直属地管理监管便利、责任明确的优势,确保监管的独立性与科学性.同时,要谨防食品属地监管

可能诱发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将食品安全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之中,一旦发现此类违法行为,对于相关

责任人严惩不贷.其四,引入跨地区食品督查制度,将食品监管权适当上移,堵住食品安全风险地区间

转嫁、外溢的管理缺口,最终形成由食药总局统筹下的地方垂直管理为主体、品种监管为参考、跨地区食

品督查为补充的全新监管格局.
(二)主体重构:弱化政府监管职能,实现全社会创新协同

我国食品监管形式复杂多样,仅靠政府监管恐难维系,难免挂一漏万.传统的以堵为主,单一的、行
政化的治理思路已经很难契合现实要求,必须寻求治理模式的突破.信息技术、传媒手段的介入为食品

安全全民监管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有必要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思维引入

到食品安全监管中来,形成“主责在企业,主体是民众,主导靠政府”的新格局.食品安全关乎每个个体

的切身利益,这种强相关性为全民参与食品安全的治理提供了内在动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信息传播

由传统的单向度传递进入自媒体阶段,人人都是信息源、人人都是监管者的时代已经来临.首先,作为

个体应以身作则,自觉维护信息环境的真实纯洁性,确保每一次“发声”对于食品安全建设都是一次促

进.同时,积极行使公民职责,发挥食品安全纠查员的作用,用个体的点滴努力来改写一国食品安全的

现状.其次,政府部门对于社会共治要做到奖惩结合.利用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加大对食品安全的宣

传力度,强化居民对食品安全的责任感.一方面,鼓励个体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管中来,并提供制度保障,
建立全民监管的奖励机制.另一方面,对于恶意发布食品安全信息,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依法严肃惩

处,提升居民对食品安全责任的认知,缩小虚假信息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三)理念重构:强化依法依规监管,提高监管的自主性

政府部门应积极落实依法治国、依法管药原则,加快相关法律和条例的制定与修订工作,形成主要

以法律为指导,行业法规为主体,部门规章(细则)为支撑的全方位体系架构,不断提高食品安全的法制

化水平.明确相关主体的责任,制定产品责任法,理顺产业上中下游从业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加快制定

食品安全责任的归责原则,提升参与者的问题意识与责任意识.此外,要解决好对食品安全监管者进行

“监督”的问题,防止其滥用职权,尝试将消费者、供给者介入行政执法程序,对监管人员的自由量裁权形

成有效制约,减少监管者渎职、懈怠、玩忽职守等行为的发生.特别是要明确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责

任与权限,杜绝“行政法规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等现象的出现,有效化解部门法规间的矛盾冲突,增
强相互之间协调性,做到彼此间无缝衔接.针对当前农村食品监管真空化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平衡城乡

监管力量配比,逐步扭转农村食品监管整体失控局面,切实维护广大农村居民的生命健康权益.
(四)手段重构:打破政府行政手段,提升监管智力水平

政府食品安全监督能力的提升必须从人、财、物以及技术等四个方面进行整体把握.第一,人才选

备方面.人才是２１世纪最宝贵的财富,因此拥有一支高素质的食品安全监管队伍显得尤为重要.在人

才选拔上,应充分考虑食品安全的特殊性,注重对其专业性的考查,确保监测结果的科学性与权威性.
对于在职人员,应定期对其进行思想素质及技能培训,提高责任意识和专业化水平,同时借鉴国外有益

经验,尝试引入退出和竞争机制,增强监管人员的紧迫感,提高监管的效能.第二,资金支持方面.现代

化高效的监管体系的建立离不开必要的资金投入.各级政府应充分意识到资金在保障机构有效运转方

面的作用,在确保有效监督的前提下,加大对于食品监管的财政支持力度,并逐步规范使其常态化,发挥

资金的润滑剂作用.第三,物质条件方面.科技的介入使食品生产复杂化,也给监管带来了诸多挑战,
为保证监测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必须借助必要的物质(技术)手段.因而,检测设备的配备和检测技术的

研发就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对于我国而言,要处理好技术创新与引进之间的关系:结合自身发展的阶

段性,有针对性地逐步提升自身的监测装备(技术)水平,合理评估装备(技术)引进所带来的风险,最终

使创新、引进、消化与吸收达到和谐统一.第四,技术方面.注重食品安全标准在食品监管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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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依法治标,有标可依,有标必依的原则,将食品标准作为食品检测的重要参考,提升科学技术对于改

善居民食品安全质量的前导性作用.一方面,合理化标准制定流程,提高标准制定的参与性与针对性,
确保其科学合理性.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已有食品标准,使其更加契合当下实际,凸显其对于

食品安全的屏障作用,真正守护人民群众利益,提升民众的生活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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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FoodSafetySupervisionSysteminChina:
BasedonthePerspectiveofInternational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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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recentyears,Chinasfoodsafetyincidentsoccurfrequently,whichseriouslyaffects
peoplesnormallifeorder,causessocialconflictsandweakensthecredibilityofthegovernments．This
paperanalysesthestatusandcharacterofChinasfoodsupervision,andthen,explorestheexisting
problemsanddeficiencyfromtheaspectsofregulationdesign,legalsystem,foodsafetystandards,

regulatorypower．Afterthat,thispaperhacklesseparatelythebeneficialexperienceoffoodsupervision
ofdevelopedcountriesfromthesupervisionsystem,legalsystem,standardsystem perspectiveand
affordsfourcountermeasuresforhowtoimprovehowtoimproveChinasfoodsupervisionleveland
betterthequalityoffood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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