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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创新研究
谢摇 伟
( 河南工业大学莲花街校区法学院教学办,河南郑州 450001)
摘摇 要: 中国目前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对保证食品安全作出了贡献,但现有体制尚不完善,实施力有待加强。
该文探讨了如何对原有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进行创新性设计,从而构建一个高效率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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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人的利益最

自身的制度设计、制度运行、制度实施效果、制度缺

大化驱动造成市场失灵。 政府作为名义上的公共利

陷等有效认知;另一个是对监管对象的有效认知,包

益代表人,依靠其掌握的公权力,通过制定和实施法

括监管对象的范围、特征、禀赋、偏好、行为规律等。

律法规、反垄断、税收、财政转移支付、价格管制等手

对企业食品生产加工行为和消费者食品消费行为规

段治理市场失灵。 政府管制一般分为三种类型,这

律的透视,是监管制度设计的基础。 因此,发达国家

三种类型在中国同时存在: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

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设计是以前述两类研究

的管制,如价格管制;通过影响消费者决策而影响市

为基础,与其密不可分。

场均衡的管制,如食品质量“ 三包冶 规定;通过干扰

1. 1摇 以人为本

企业决策从而影响市场均衡的管制,如产品质量标

以人为本,包括制度设计要以人的需要为根本,

准。 只有政府拥有这样的资源和强制力,在食品安

为人服务,另一方面则是克服人性中消极的一面,比

全问题上也不例外,毫无疑问,政府可以凭借其掌握

如权力最大化的本性、利益最大化的本性等等,以人

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资源,通过食品安全立法、食品

的本性为制度设计基础。 权力需要监督,绝对权力

安全行政监管、食品安全司法管制等有效应对食品

导致绝对腐败,没有监督的权力要犯致命性错误。

安全问题。 但问题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尽管政府

政府是食品安全的主导监管者,其监管措施、力度、

采取了多种手段,包括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

范围等涉及多种因素,诸如对官员的政绩考核、对公

段、道德约束、行业自律等,食品安全问题却时有发

民利益救济诉求的满足、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考量、

生,经常需要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来应对。 这种

对生态环境平衡的影响等,在食品安全监管中承担

事后被动救济式的食品安全管制措施经过事实证

了裁判者、经营者、监督者和协调者的角色。 政府权

明,其成本效益得不偿失,特别是人的生命健康是不

力之大、范围之广决定了这种监管必须受到有效监

可逆转的。

督。 监督不能仅限于内部监督、舆论监督,有效的监

1摇 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设计

督来自于同等权力之间的监督和公众的监督,必须

制度设计,必须以制度实施目的为根本,以人性
的本质为基础,意即利用人性积极的一面,避免人性
消极的一面。 一个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以保
障食品安全为目标,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

建立基于人的本性而产生的权力监督体制。 经济人
以利益最大化为价值追求,这是人的共性,行政机关
概不例外,行政监管需要处于国家权力体系中同等
级别的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 立法机关负责
食品安全立法,司法机关督责食品安全司法。
近代以来,欧美国家认识到原有的权力集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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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宪政。 而宪政国家多年的发展证明,宪政是
一种成功的政治制度,是一种能有效克服人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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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力运行机制,如美国奉行立法、执法和司法机构

具及容器包装、化学物质、污染物质等项安全事宜;

的权力分开,确保决策透明性、科学性和公众参与

生物评估组主要负责微生物、病毒、霉菌及自然毒素

性。 立法、执法、司法机构在国家食品安全体系中均

等项评估工作;新食品评估组主要负责转基因食品、

承担责任。 作为立法分支的国会要制定并颁布法令

饲料肥料、新开发食品风险的检查评估工作。 农水

确保食品安全,国会还授权执法机构贯彻这些法令,

省和厚生省在食品安全方面负责风险监管职能。 欧

执法机构可以通过制定和实施法规来贯彻法令,当

盟食品安全管理局由管理委员会、行政主任、咨询论

实施法规和方针引起争端时,司法机关要做出公正

坛、科学委员会和 8 个专家小组组成。 管理委员会

的裁决,美国的法律、法令及总统执行令形成了一个
完整体系,确保食品安全。

由 14 位成员和欧盟理事会的 1 名代表组成,其中 5

名成员必须具有处理食品行业消费安全问题的具体

除了权力机关之间的互相监督,行政机关内部

经历和经验。 为了确保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的独立

的监督也至关重要。 如英国的食品监督机构是依据

性,管理委员会的人员结构和选拔程序非常严格。

《1999 年食品标准法》 的规定成立的一个专门独立

咨询论坛由 15 个成员国分别派出的 1 名代表组成,

王履行职能,并向英国议会报告工作。 食品标准局

要任务是协助行政主任开展工作。 专家小组由各相

的职能:一是政策制定,即制定或协助公共政策机关

关专业的专家组成,8 个专家小组有:负责食品添加

制定食品( 饲料) 政策;二是服务,即向公共当局及

剂、调味品、加工辅料和与食品相接触物质的小组;

公众提供与食品( 饲料) 有关的建议、信息和协助;

负责用于动物饲料的添加剂、产品的小组;负责植物

三是检查,即为获取并审查与食品( 饲料) 有关的信

卫生、植物保护产品及其残留物的小组;负责转基因

息,可对食品和食品原料的生产、流通及饲料的生

生物的小组;负责饮食产品和营养的小组;负责生物

产、流通和使用的任何方面进行观测;四是监督,即

性风险( 包括疯牛病) 的小组;负责食品链污染的小

对其他食品安全监管机关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评

组;负责动物卫生与饲养条件的小组。 科学委员会

估和检查。 在英国,食品安全的具体执法工作主要

负责总体协调,使各专家小组的意见趋于一致。 其

由 499 个地方政府承担。 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

成员由各专家小组组长和 6 名专家小组以外的专家

为执法机关;交易标准、园艺标准和酒类标准除零售

1. 3摇 以预防为基本理念的风险监管体制

的食品安全监督机构———食品标准局,该局代表英

负责兽药和农药的欧盟监控项目,并在上述领域作
环节之外的执法工作也由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
负责。
1. 2摇 独立的服务型管制体制

食品安全监管的含义有三:一是管,即管理食品

生产企业;二是监,即对食品安全行政机关进行监

这些代表均来自各成员国的食品风险评估机构,主

组成。

国际食品安全管制经历了三次改革过程,即企

业良好生产规范( GMP) 、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制
度( HACCP) 和以风险评估为主体的风险管制( Risk

Analysis) 。 第一次改革的重点是食品生产加工企业
的一般卫生原则;第二次改革是对食品生产加工过

督;三是服务,即服务于公民的食品安全需要。 监管

程中的关键过程进行分析,以找出关键控制点;第三

机关必须保持独立,避免与被监管对象有利益联系;

次是针对食品供应链的全程风险管制,即食品安全

同时,监管机关必须秉承“ 服务于人的食品安全需

风险管制,以从根本上保护人体健康。

要冶 理念,当企业利益与食品安全发生冲突时,以食
品安全为至高理念。 日本全国食品安全委员会是由
7 名委员组成的全日本食品安全最高权威和决策机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 FAO / WHO)

1997 年提出食品安全风险管制的 8 项基本原则:一
是风险管制应当遵循的方法的总体框架:风险管制

构,委员全部由民间专家组成,由首相任命,国会批

方法包括风险评估、风险管制措施的评估、风险管制

准。 委员会下设专门调查委员会,负责专项案件的

措施的实施、风险管制措施实施效果的分析评价等;

检查评估事宜。 专门调查委员会由 200 名专门委员

二是以保护人体健康作为基本出发点;三是风险管

( 包括兼职) 组成,全部为民间专家,每届任期 3 年。

制措施的决策过程应当公开透明;四是风险评估应

专门调查委员会分为三个评估专家组:化学评估组

作为一项特殊制度;五是明确风险管理与风险评估

主要负责评估食品添加剂、农药、动物用医药品、器

职责与分工;六是风险管制决策应考虑风险评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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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七是风险管制过程应与相关方面良好沟

条件和检验规范的制定,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

通;八是重视风险管制措施的效果分析与评价过程

故。 在地方政府层面,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

中形成的各种资料。

负责、领导、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食品安全监

纵观世界各个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全

督管理工作,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全程监督管理的工

部都是风险管理型的监管体制。 预防是美国食品安

作机制;统一领导、指挥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工

全制度的基石,也是美国食品安全监管政策和法律

作;完善、落实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责任制,对食品安

法规的基本理念,更是执法部门的基本执法理念,美

全监督管理部门进行评议、考核。 农业部门负责初

国在历年的食品安全制度国家报告中,均用大量篇

级农产品生产环节的监管、质检部门负责食品生产

幅阐述食品安全预防的重要性和实施措施,详细界

加工环节的监管,工商部门负责流通环节,食品药品

定了食品生产加工企业,食品运输、销售部门,食品

部门负责消费环节,卫生部门负责食品安全的综合

安全管制部门为确保食品安全必须采取预防措施的

监督,组织协调和依法查处重大事故。 按照责权一

法律责任。 通过良好企业生产规范( GMP) ,危害分

致的原则,建立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度,食品生产、经营、运输、消费行政许可制度,食品

制弊端,缩减了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数量,设立了高

安全风险评估制度等实施食品安全的风险预防管

层食品安全协调结构,地方食品安全事务由地方人

制。 英国要求产业链下游的企业对其供应商实行

民政府负总责,这些都体现了对食品安全法的创新,

“ 尽职调查( due diligence) 冶 ,以利用零售商的影响

体现了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进行改革的决心和

力,对上游企业的食品安全行动构成制衡,从而规避

魄力。 但是,这种制度的演进并没有从根本上对原

食品安全可能出现的风险。 法国将食品安全风险评

有监管体制进行深度变革,而是体现出政府对食品

估和管理风险分开实施,风险评估是指确认所有威

安全监管的一种渐进式、自主性的发展思路,所谓渐

胁到公共健康的风险;风险管理是识别、选择并采取

进性指的是政府顾虑太多,只注意照顾现行体制下

能够减少风险的措施,对这些措施有效的跟踪管理

行政权力的原有格局划分,为保持既有利益格局而

和检查,是对风险进行管理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对食品安全监管事务进行根本性的改变;所谓自

德国政府设立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专门负责食品安

主性指的是政府依然实施权力高度集中,制度设计

全的评估与研究工作。 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成立

依然以行政监管为绝对主导,缺乏对自身的监督机

后,进一步加强了食品安全风险管理工作。 管理局

制设计,应用市场力量实施食品安全监管不足,缺乏

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根据理事会、成员国的要求,对

除了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即社会力量对食

食品安全问题分析研究,提供独立的科学建议,作为

品安全监管的参与。

管理当局风险管理决策的依据。 澳大利亚通过“ 合

2. 2摇 问题

析和关键控制点技术 ( HACCP) , 食品安全标 准 制

作监管( co-regulation) 冶 实施风险管制,即将食品行

业、研究机构和普通民众纳入到监管体系的设计中。

2摇 当前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新的制度设计注意克服以前的食品安全监管体

食品安全法的渐进式改革体制在实施中已经暴

露出问题。 2010 年 9 月 15 日郑州市 发 生 两 万 斤
“ 毒蘑菇冶 事件, 再曝多头监管导致的食品安全 问

题。 以中国现在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分析,首先,蘑

2. 1摇 现状

菇作为农产品,其生产归农业部门管理。 根据现在

2009 年《 食品安全法》 的出台,确立了中国以分

的法律规定,农业部门一开始就应该监控农民在生

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产过程中有没有使用有害物。 其次,蘑菇产品在加

在中央政府层面,组建了最高协调机构———国家食

工过程中,又受质检部门管辖,而蘑菇产品的销售过

品安全委员会,由质检、工商、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分

程属于工商部门的管辖范围。 蘑菇产品流到餐桌上

别负责食品流通领域、食品生产加工领域、餐饮服务

后,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监管。 如果市民

行业和食堂等消费领域,卫生部门负责食品安全综

因食用“ 毒蘑菇冶 出了问题,则由食品安全相关管理

合协调职责,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标准

部门承担综合协调、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的

制定、食品安全信息公布、食品检验机构的资质认定

责任。 而部门执法标准不一则导致问责难。 “ 比如

42

谢伟: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创新研究

说,增白剂的含量、瘦肉精的比例,三聚氰胺是否有

生,除此以外,以地下水污染、重金属污染等为主体

害,是否会对人的健康造成损害等等问题。 再比如

的农村面源污染日益恶化,以各类工业企业、交通拥

说,同样是黄花菜,根据卫生部门的标准,它不属于

堵等造成的城市点源污染也不断扩大,给国家和人

‘ 干菜爷 ,不得有二氧化硫残留;而根据质检、农业部

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 通过对发达国家环境

门的规定,黄花菜属于‘ 干菜爷 ,而且明确了其二氧

管制手段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加以借

化硫残留标准。冶 不出问题则罢,即使出了问题,每

鉴,中国构建了以诱导型为特点的间接管制手段,即

个执法部门的辩解理由都会很充分,难以分清主次,

构建环境经济制度,比如,通过绿色产品名录制度控

势必使部门问责流于形式。 如对郑州市两万斤问题

制企业的产品生产,通过绿色证券制度控制企业的

蘑菇的认定,每个环节的检验标准并不相同。

融资,通过绿色产业制度控制企业的注册登记,通过

2010 年 9 月 15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绿色保险制度控制企业抗击意外风险的能力等等。

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正式对外公布了《 关于依法严

环境经济手段的应用大大提高了企业执行环境法律

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 。 《 通知》 指出,

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得政府环境执法效率

全国各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司法行政

大大提高。 同时,积极构建公众参与制度,鼓励和支

机关要始终把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摆在突出

持公众参与环境经济制度的贯彻执行,比如,对绿色

位置,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这种方式是治标不治本

证券的实施,在政府管制机关提出对企业的环保核

的临时解决措施,一旦政府疏于管制,可能造成强力

查报告之后,通过各种形式公开,鼓励和支持公众参

反弹。

与对该报告内容真实性、可靠性、可行性、准确性等

以环境污染防治为例,政府在环境污染开始发

方面的监督执行,发挥公众的力量,使得政府和企业

生的初期,采取命令———管制手段,对环境污染实行

两方面都受到来自于第三方的公众监督,保证了企

高压管制,在一定程度上对遏制环境污染事故的发

业通过证券融资确实用于绿色产品的研发等,保证

生,具有很大作用,但环境污染高发的态势并未从根

了政府环保核查的公正。

本上改变,为此,政府继续实行更加严厉的管制,从

事实证明:高压管制可以在一时缓解食品安全

立法、行政、司法等各方面强化管制,但却无法从根

事故频发的现状,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

本上扭转环境污染事故频发的现状。 这一点在中国

问题。 要彻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必须充分调动政

环境污染防治的历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中国从上

府、企业和公众三个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保障食品安

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力发展环境法律制度,从立

全的合力。

法、执法和司法上都加强环境管制。 立法上:制定了

2. 3摇 解决问题的路径分析

以环境保护法为基本法,以环境污染防治法、自然资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改革关键在政府,政府缺

源保护法、能源法等为主体的环境资源法律体系,在

陷是造成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本所在。 在现实经济生

立法上不可谓不完备;执法上,政府力图实施环境法

活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政府缺陷,一类是指政

治,特别是近年来,大力推进节能减排,把环境治理

府行为上的低效率状态,可称之为“ 政府微观行为

绩效与政府官员的政绩直接挂钩,在官员的晋升提

缺陷冶 ;另一类是指政府职能性缺陷,即由于政府职

拔上实行 “ 环保一票否决制冶 , 执法上不可谓不 严

能的不健全或政府机制的不恰当运用而对经济、社

厉;司法上,中国刑法创立了环境资源刑事法律责任

会发展造成损害。 政府职能性缺陷又可分为两种情

制度,对单位和个人实行严格的双罚制,对破坏环境

况:一是因政府干预过度而造成的经济运行低效率,

资源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有

可称之为“ 职能运用过度型冶 的政府缺陷,高度集中

多个成功的环境资源犯罪案例,司法上不可谓不严

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这种缺陷的极端形式;二是

格。 但中国环境污染的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好转,

因政府未能履行或未能全部履行其职能去弥补市场

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日益严重,重特大环境污

缺陷,反而放任其扩展,从而导致公平与效率失衡、

染事故时有发生,比如,仅 2010 年以来,就有内蒙古

经济运行无序、社会秩序紊乱的情况,可称为“ 职能

赤峰市重大水污染事故,松花江特大流域污染事故,

缺失型冶 的政府缺陷。 政府职能性缺陷在当前许多

大连海域石油污染事故等多起严重环境污染事故发

发展中国家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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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度中较为常见。 中国目前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中同时存在政府微观行为缺陷和政府职能性缺陷。
微观行为缺陷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公务员录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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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4。 这种体制有利于食品安全追溯、食品安全召
回、食品安全责任制的落实。 再比如,德国于 2001

年将原食品、农业和林业部改组为消费者保护、食品

核、问责制度弥补缺陷,而职能性缺陷则需要通过理

和农业部,接管了卫生部的消费者保护和经济技术

顺部门管理体制,完善政府部门职能来加以弥补。

部的消费者政策制定职能,对全国的食品安全统一

3摇 创新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若干建议

监管,并于 2002 年设立了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联

邦消费者保护和食品安全局两个机构。 丹麦通过持

事实证明,中国食品安全以分段监管为主、品种

续改革,将原来担负食品安全管理职能的农业部、渔

监管为辅的监管体制存在严重的制度漏洞,多头监

业部、食品部合并为食品和农业渔业部,形成了全国

管、部门权力条块分割、执法标准不一导致的监管真

范围内食品安全的统一管理机构。 1997 年 3 月,加

空是无法避免的事实,从而形成政府监管缺陷。 食
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创新性设计主要是针对政府职能

拿大通过《 食品监督署法》 ,决定将原来分属农业和

农业食品部、渔业和海洋部、卫生部和工业部等多个

性缺陷展开的。

部门的食品监管职能集中,在农业部之下设立专门

3. 1摇 构建监管权力集中体制,克服多头管理弊端

的食品安全监督机构———加拿大食品监督署统一负

端,实行由一个或两个部门负主要责任、其他部门负

国政府 1997 年成立了食品标准局,该局于 2000 年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首先必须克服多头管理的弊

辅助责任的管理体制。 这种体制的优点在于:一是

责食品安全、动物健康和植物保护的监督工作。 英

正式开始运作。 食品标准局是不隶属于任何政府部

有利于提高执法效率,避免部门之间互相扯皮;二是

门的独立监督机构,负责食品安全总体事务及制定

有利于责任追究机制运行,避免部门之间互相推脱

各种标准,实行卫生大臣负责制,每年向国会提交年

责任。 目前,世界各国都有这个发展趋势,即将食品

度报告。 西班牙的食品安全监管事务由农业和卫生

安全监管权力集中于一个部门,由一个部门负总责,

部门共同负责,农业部门主要负责活体动物的卫生

其他部门协助监管。

检疫,卫生部门主要对肉类生产加工及进入流通领

美国卫生部下属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 FDA)

域的食品进行监管。 法国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实行

品安全体系中起着主要作用。 而疾病控制中心、联

村事务部( 也称农业和食品部) 为主,经济、金融和

和农业部下属的食品安全检查局( FSIS) 在美国食

“ 一主多辅冶 的管理模式,即以农业、食品、渔业和农

邦环保局等起着辅助作用。 其中,FDA 监管美国大

工业部( 也称商业和消费部) ,社会事务、劳动和团

约 80% 的食品供应———只有肉、禽和某些蛋类产品
例外,后者由 FSIS 监管。 FDA 和 FSIS 共同负责蛋
类产品安全,其中 FDA 监管有壳蛋,FSIS 负责蛋类

结部( 也称健康部) 两个部门为辅。 爱尔兰于 1999

年 1 月起由爱尔兰食品安全局承担所有的食品安全

监管职能。 俄罗斯由卫生和社会发展部下的联邦消

产品。 FDA 负责确保其管辖的食品安全、卫生、营

费者权益和公民平安保护监督局统一进行食品安全

养、健康并加有适当标签,其管辖范围远远超出食品

管理。

加工厂,还包括供食用的鲜活动物、动物饲料、新兽

3. 2摇 以品种监管为主,避免分段监管

医用药的批准和检测,包含药物的饲料以及所有食

所谓品种监管为主,是指按照食品种类进行职

品添加剂( 包括颜料、防腐剂、食品包装物、清洁剂

责分工,不同种类的食品由不同部门管理,各部门分

和锅炉水添加剂) 。 FDA 还负责确保人用药物、生

工明确,各司其职。 所谓分段监管,是指按照监管环

物产品、医疗设备、放射性产品以及兽医用药安全有

节划分,即一个监管环节由一个部门负责,同一级别

效,并负责化妆品安全。 FDA 的工作范围几乎涉及

的不同部门在分段管理中,由于缺乏相互沟通与衔

到每个美国公民的日常生活,起到保护消费者安全

接,加之各部门执行各自的部门法规,难以满足食品

和维护消费者利益的作用,监控着每年价值约

安全监管的要求。 分段监管最大的弊端在于部门权

10 000 亿美元产品的生产、进口、运输、贮藏和销售,

力条块分割,出于部门利益,各部门容易在出现问题

强制有关企业实施《 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 和

时互相扯皮,执法效率低,而品种监管能够有效克服

其他食品安全法,相当于美国国民每年消费总额的

这个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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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食品安全监管机构主要是由欧洲食品安全
局、欧盟食品与兽医办公室组成。 其中,欧洲食品安
全局负责对欧盟内部所有与食品安全相关的事务进

食品安全监管需要其他部门的协助,构建统一高效
的食品安全协调机构是已被实践证明的成功制度。
1998 年美国政府成立了“ 总统食品安全管理委

行统一管理,负责与消费者进行直接对话,建立成员

员会冶 来协调美国的食品安全工作,委员会的成员

国食品卫生和科研机构的合作网络,向欧盟委员会

由农业部、商业部、卫生部、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环境

提出意见等。 欧盟食品与兽医办公室 ( FVO) 是欧

保护局、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等有关职能部门的

盟委员会指定负责监督各成员国执行欧盟相关立法

负责人组成。 委员会主席由农业部部长、卫生部部

的情况及第三国进口到欧盟的食品安全情况的机

长、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共同担任。 该委员

构,其监管范围主要是与家畜类动物有关的食品。

会主要负责制定联邦食品安全的综合性战略计划;

该下属机构设有三个专业部门:哺乳动物性食品部、

为相关机构提供咨询,确保联邦机构每年向行政管

鸟类动物性食品和植物卫生部以及鱼和非动物性食

理和预算局提交食品安全预算;确保食品安全研究

品部。

协会建立适当的机制,指导联邦政府开展的相关研

美国对于肉、蛋、禽、海鲜品等分别规定了不同

究按照食品安全的优先顺序来进行等。 美国政府食

的监管机关,甚至用乙醇度 7% 来划分葡萄酒和其

品安全的管理特点是职能互不交叉,一个部门负责

检验局( FSIS) 主要负责国内和进口的肉、禽及相关

管理委员会的统一协调下,实现对食品安全工作的

他酒的不同监管机关。 农业部( USDA) 的食品安全

一个或数个产品的全部安全工作,在总统食品安全

产品,如含肉、禽的炖菜,比萨饼,冷冻食品,加工的

一体化管理。 日本的食品安全主要由厚生劳动省和

蛋制品( 一般液态、冷冻和干燥的巴氏杀菌的蛋制

农林水产省负责,其中,厚生劳动省负责食品安全和

品) ;卫生与公共事业部( DHHS) 的食品和药品管理

分配,包括制定食品法律和标准、食品标签标识、转

和禽类,还有瓶装水、酒精含量小于 7% 的葡萄酒。

每年制定进口食品监控指导计划,对进口食品进行

局( FDA) 负责所有国产和进口食品,但不包括肉类

基因食品和辐照食品的标准以及广告宣传的规定,

商业部下属的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负责监管鱼类

监管和实施卫生检疫、要求企业注册以及对业者进

和海产品,通过收费的“ 海鲜检查计划冶 ,检查渔船、

行业务指导检查,也可根据食品卫生法对业者作出

海产品加工厂和零售商店是否符合联邦卫生标准。

处罚;农林水产省负责农产品的生产和控制质量,制

财政部下属的酒、烟与火器管理局负责监管含酒精

定农林水产品的规格、管理政策和振兴农林水产品

饮料,不包括酒精含量低于 7% 的葡萄酒饮料。

的生产,促进农产品质量的提高,管理农产品的消费

丹麦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实行品种监管,分别

和流通,保证粮食供应,促进国际合作和农产品出

由三个部门具体实施,即由丹麦兽类食品监管部门、

口,通过振兴农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食品安全

丹麦植物食品监管部门及丹麦渔业监管部门实行分

委员会是一个根据科学知识,对相关行政机关的风

类监管,改变原来政出多门、结构繁杂的状况,权责

险管理进行客观、中立、公正的风险评估的独立机

分明,独立 行 动, 同 时 又 有 必 要 的 协 作, 实 现 农 场

关,具体负责食品安全风险分析和科学评估,并根据

( 海洋) 到餐桌对食品安全的有效管理。

评估结果对相关大臣进行劝告,提出应对重大食品

3. 3摇 构建权威高效的食品安全协调机构和部门之

事件的措施。 它有权对农林水产省和厚生劳动省的

间的自主性协调机制,避免部门之间相互掣肘

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进行协调,并对其进行监督和检

摇 摇 食品安全实行一个部门为主,其他部门为辅的

查。 食品安全委员会由 7 名公认的不受他人左右的

调部门之间的职能冲突和由此引发的利益冲突。 一

美国的食品安全体系之所以能够得到良好的运

是设立凌驾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之

作,很大程度上依赖各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 美国

上的食品安全协调机构;二是构建食品安全监管部

的法律规定了其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食品安全检验

门之间的自主性协调机制。 食品安全集中监管是发

局、动植物健康检验局、联邦环境保护局等食品安全

展趋势和改革方向,但无论是集中监管还是分散监

管理机构的各自职责,同时又强调了各部门之间的

管,食品安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是不可避免的,

互相合作,包括与部门内外的科研机构以及国际组

监管体制,需要设置一个权威高效的协调机构来协

专家组成,是全日本食品安全最高权威和决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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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合作,特别是负责食品安全的两个主管部门:农

律充分保证了食品监管的程序公开和公众参与,在

业部与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 之间有着良好的合

食品法律法规的制定方面,能够通过听证、通告—评

作关系,达成了执法合作备忘录,并且每个月都有工

论、协商等程序充分征求社会意见,在执法方面也有

作例会,既分工,又合作,确实能够达到保证食品安

众多的公众参与。 美国的官方网站提供广泛的信

全的良好效果。

息,包括政府监管机构的信息、食品科学知识( 可以

3. 4摇 构建社会监管机制,完善食品安全公共参与

食品安全监管主要依赖政府逐渐减少职能性缺

免费观看录象,录象配有多国语言字幕) ,还有有关

民间合作伙伴的信息。 政府食品监管机构与民间组

陷,强化对微观性缺陷的治理,但是仅仅依赖政府的

织密切合作,如与国家餐馆协会教育基金会国际食

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引入市场和政府之外的第

物理事会合作举办国家食品安全教育月等。 欧盟食

三方力量。 根据公共管制理论的“ 机构俘获冶 理论,

品安全权力机构忠实地实行公开、透明的对话。 其

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可能失灵,面对政府和市场

结果是该机构有规律地发布一系列公共咨询,号召

的双重失灵,需要借助相对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

公众或利益相关者递交相关信息和数据。 在加拿

的第三方力量,即社会公众的力量参与食品安全监

大,凡是食品监督署( CFIA) 制定的涉及食品安全的

管,构建社会监管机制。 所谓社会监管机制,是政府

法规和政策,都要在网上公布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

监管机制的补充,是指以行业协会、各级各类消费者

见,并召开专家研讨会进行论证。 同时,在政府支持

权益保护组织、消费者个人以及其他各种社会团体

下成立的加拿大消费者食品安全教育组织通过网络

在内的社会公众普遍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一种制

等手段向消费者提供食品安全信息,高校、科研机构

度。 社会公众的作用有以下几点:一是直接参与食

以及消费者协会等社会组织都积极自愿地参与食品

品安全监管,为监管部门提供信息;二是监督食品安

安全的各项活动,充分体现了“ 食品安全人人有责,

全行政监管部门,监督其执法的公正性;三是督促立

公开、透明和广泛参与冶 的原则。 无论是发达国家

法机关强化食品安全立法;四是通过提起司法诉讼,

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决策都有广泛的公众参与,尤其

强化食品安全司法监管。

是在生物新技术和转基因食品的政策制定方面。

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拥有专业优势和团体优

总之,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高效率运行,需要政

势,针对食品造假、质量低劣甚至有毒食品等不仅会

府、市场(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 以及社会三方力量的

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也会损害合法经营者的利

共同参与,并在有机整合三方力量的基础上,才能有

益,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和避免行业受损,消费者和

效实施,在这个监管链中,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会造

食品行业组织会利用投诉、诉讼或者行业规则来制

成食品安全监管的漏洞,都可能产生食品安全事故。

止假冒伪劣及有毒食品,加大违法行为的机会成本。
由于食品行业本身的专业性和技术优势以及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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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novation of Food Security Supervision Mechanism
Xie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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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food security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China has made contribution while there is still

more room to improve. How to innovate the food security supervision mechanism has great improtance to make it
more 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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