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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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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近阶段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表明袁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在实际运作中还存在一

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袁如议事协调机制尧全社会共同参与机制等遥与香港食品的高安全率相比袁上述问
题尤显突出遥 文章借鉴香港食品安全监管的成功经验袁提出改革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对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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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园园怨 年 远 月 员 日袁叶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曳渊以下简称叶食品安全法曳冤的实施给当时已近崩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猿冤0圆原员园缘原园园猿

监察及管制科尧风险评估及传达科尧食物安全中心行
政科遥

溃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带来一丝曙光袁也增强了居

渊二冤香港食品安全监管制度

民对食品安全监管的信心遥 但该法自实施以来袁食

员援 主要法律制度

香港的基本食物法例载于 叶公众卫生及市政条

品安全问题似乎仍未得到有效缓解袁尤其最近百胜
激素鸡尧注水牛肉以及新西兰含毒奶粉等食品安全
事件已严重影响到我国居民的日常生活遥 本文在借

例曳第 员猿圆 章第 缘 部袁其主要条文涵盖对食物购买人
的一般保障尧 出售不宜食用的食物和搀杂食物有关

鉴香港食品安全监管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内地食品

的罪行尧食物成分组合及标签尧食物卫生袁检取及销

安全监管模式改革做简要探讨遥

毁不宜食用的食物遥 香港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另一部

一尧香港对供港食品安全的监管
渊一冤香港食品安全监管机构

法例是叶食物安全条例曳渊第 远员圆 章冤袁该条例于 圆园员圆
年 圆 月 员 日全面生效袁 其措施包括引入食物追踪机
制袁确保政府在处理食物事故时袁可更有效追踪食物

目前袁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施政和行政工作由
员圆 个决策局尧远员 个部门和机构执行遥 在食品安全监

来源袁迅速采取行动遥这个机制包括食物进口商和食
物分销商登记制度及备存食物进出记录两个部分遥

管领域袁负责食品安全的决策局是食物及卫生局袁其

香港不仅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比较健全袁而

职能是制定相关政策袁为香港市民提供优质尧卫生的

且由于在香港绝大多数与食品安全有关的违法行为

食物及环境卫生服务曰由于香港本地农业规模很小袁

被定性为犯罪袁且罚款数量及监禁时间非常明确袁因

食品绝大部分由外地供应袁食品安全监管的主要职

此食品安全监管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良好遥 例

能集中在食物环境卫生署 咱员暂遥 食物环境卫生署的使

如袁叶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曳第 员猿圆 章第 缘 部第 缘源 条

香港市民提供清洁卫生的居住环境遥 圆园园远 年袁该署

要约出售食物或药物袁 或为将食物或药物出售而将

命是确保在香港出售的食物安全和适宜食用袁并为
设立食物安全中心袁由食物安全专员负责袁承担香港
食物安全管制的主要技术和管理工作 袁下辖食物
咱圆暂

规定院除本条条文另有规定外袁任何人如渊葬冤售卖或
其展出袁 或为将食物或药物出售或配制以供出售而
将其管有曰或渊遭冤为将食物或药物出售或配制以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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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而将其交付某人存放或向某人托付袁而该食物是

的意见曰 消费者联系小组成立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平

拟供人食用但却是不宜供人食用的袁或该药物是拟

台让食物安全中心就各项食物安全事宜与市民加强

供人使用但却是不宜作该用途的袁即属犯罪遥 该条

沟通袁从而收集意见和建议袁了解市民对食物安全的

例规定的处罚是第 缘 级罚款及监禁 远 个月遥 若出现

知识尧观念和风险认知袁藉以制订适合的风险传达信

上述情况袁各职能部门只需按各自职责适用法律院食

息袁回应消费者的需要遥

物环境卫生署行使法律赋予的检验尧扣查与销毁食

二尧香港食品安全监管的借鉴

品的权力并提出检控袁判罚属法院的范畴袁扣押嫌疑

渊一冤健全基层各职能部门间良性互动的议事协

人则归警方负责 咱猿暂遥

圆援 其他相关制度

调机制

为控制和预防食物危害袁香港食物安全中心设

香港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主要特点是监管部门

立了食物监察计划袁该计划旨在显示食物是否可供

职能集中袁能够保证对食品野从农田到餐桌冶全过程

安全食用遥 通过食物监察计划袁食物安全中心会在

实施有效监管遥 目前内地与食品安全监管有关的部

入口尧批发和零售三个层面抽取食物样本袁作 微生

门至少有农业尧质量监督尧工商行政管理以及食品药

物尧化学及辐射测试袁以评估食物风险袁而且每月公

品监督管理部门袁 这种分段监管为主的模式在运作

布监察计划的测试结果供公众参考遥 圆园园苑 年袁根据

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遥叶食品安全监管体系野十二五冶规

世界各地较多进行专项食品调查的国际趋势袁食物安

划曳中指出袁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以分段监管为主尧品

全中心开始采取以专项食品和以民为本的方法推行

种监管为辅袁监管环节较多袁在实践中还存在监管职

三个层面的食品监察策略袁包括日常食品监察尧专项

能不清尧责任不明等问题遥 虽然为解决上述问题袁国

食品调查及时令食品调查遥 日常食品监察包括蔬菜尧

务院依据叶食品安全法曳设立了具有议事协调性质的

肉类尧家禽尧水产尧谷类以及奶类等主要食品种类袁且

食品安全委员会袁 但这样一个机构究竟能起到多大

抽查的样本数较多袁例如 圆园员圆 年 员圆 月食物安全卫生

作用袁尚有待验证袁如没有具体的执行机构袁则无法

月共抽取约 怨 猿园园 个包括多种不同类别的食物样本袁

效填补 咱远暂遥 香港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体现出来的就是

占 苑豫袁奶类尧奶类制品及冰冻甜点占 缘豫袁水产及其制

么内地在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下袁 不仅需要在

圆园员圆 年专项食品调查主要包括肉类中的二氧化硫尧

构袁还应当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健全基层各职能部门

署和食物安全中心的食物安全报告显示 圆园员圆 年 员圆

将其意图直接落实袁 对于监管的空白地带亦无法有

其中蔬菜尧水果及其制品占 圆怨豫袁肉类尧家禽及其制品

与食品安全监管的各种职能能够得到有效发挥袁那

品占 员源豫袁 谷类及谷类制品占 远豫袁 其他占 源园豫 遥

国家层面建立食品安全委员会这样 的议事协调机

饭盒含致病菌的情况尧 瓶装水的微生物含量情况尧蛋

间良性互动的议事协调机制袁 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监

类及蛋类制品中的苏丹红等遥时令食品调查主要监察

管遥 而这种良性互动的议事协调机制包括信息沟通尧

评估适逢节日及时令季节时特别受市民广泛欢迎的

风险评估尧综合治理尧联合执法尧事故预防尧培训教育

食品袁如粽子尧月饼尧大闸蟹等遥 上述三方面的监察评

等多个方面袁工作内容应包括综合分析各部门掌握的

估措施较好地保障了香港食品安全遥

情况袁对食品安全形势和问题进行研判袁制定食品安

咱源暂

香港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认为食品安全是政府尧
业界以及消费者三方共同的责任咱缘暂遥 因此袁香港安全

监管部门注重构建政府尧业界以及消费者三方良好
的合作机制袁分别成立了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尧业界
咨询论坛和消费者联系小组遥 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
由学者尧专业人士尧食物专家尧食物业人士尧消费者组

全整体工作计划袁提出政策建议等咱苑暂遥

渊二冤完善食品安全监管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

接机制
内地在食品安全监管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方面与香港有所不同遥 叶食品安全法曳规定院野违反本
法规定袁构成犯罪的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遥 冶因此袁违

织成员及其他专家组成袁旨在增强有关食物安全议

法行为由行政机关处理袁 涉及犯罪的则由公安机关

题的咨询架构袁主要负责制定食物安全措施袁检讨食

负责立案调查遥食品安全监管实践中袁某些案件在行

物安全标准袁参考国际常规尧趋势和发展袁就风险传

政机关查处时可能只是普通的行政案件袁 但是随着

达策略向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提供意见曰业界咨询

调查的深入可能发现是刑事案件遥 此时就涉及到行

论坛旨在加强与食物业的合作袁提高食物安全水平袁

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问题袁 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主

与业界就各项食物安全事宜交换意见袁讨论有关食

要是案件移送问题遥 由于食品安全行政执法机关及

物安全管制措施的课题和业界对各项风险传达活动

其执法人员对公安内部管辖分工缺乏了解袁 造成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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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工作的反复尧推诿袁增加了移送的难度遥 为提高移

参与遥 因此袁与公众和媒体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

送效率袁便于管理和监督袁公安机关应明确一个专门

有效弥补监管力量薄弱的问题袁形成及时尧有效尧广泛

部门统一负责移送案件的受理和审查遥 这样既避免

的社会监督遥 而这一合作模式主要包括公布举报电

了由于案情复杂无法确定案件由公安机关哪个部门

话尧举报奖励措施尧举报案件的处理情况以及通过媒

管辖袁致使食品安全行政执法机关手足无措的情况袁

体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曝光等袁其在国内一些城市已

也减少了由于公安机关内部的审查环节和管辖争议

得到广泛应用咱员园暂遥

可能造成的拖拉和延误咱愿暂遥

渊三冤鼓励全社会共同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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