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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执行摘要 

 

近年来，中国为提高食品安全大力推进法律体制改革，这一改革随着《食品安全法(2015

年修订)》的出台达到高潮。然而，新法律制度虽在不断实施，但在推进速度和效力方面

遇到三大挑战：1）中国市场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比较分散，而这些企业缺少遵从法规

的资源和财务激励措施；2）地方人力、技术和财务能力不足；3）全国公私利益相关者在

合规方面参差不齐，因此与“一刀切”的法律要求存在脱节。1   

 

为应对这些挑战，本文将着重介绍国内外在这方面的最佳实践，供中国根据实际情况吸收

借鉴。我们将针对食品标准、检验、认证、储存、包装、追溯和召回制度展开评估，这些

实质性领域不仅对食品安全至关重要，而且也是中国深化改革的潜在对象。果蔬在食品安

全、市场开发和饮食营养方面扮演着核心作用，本文将重点介绍。此外，上述评估领域还

有四个交叉主题，它们对健全食品安全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中国应加强私人治理和公私合作，方法包括引入应用广泛的私人治理国际标准、通

过行业协会推广良好储存规范、创新追溯系统等。公共部门可借助政策法律促使私营部门

参与，并将可行的私人最佳规范和私人标准纳入公共制度。   

 

第二，应加强国际合作、标准统一和主动参照国际标准，特别是要加强国际私人标准方面

的“全球食品安全倡议”（GFSI）和追溯方面的GS1系统。此外，国际合作还包括旨在促

进对话与协调的国际平台和倡议，比如冷链物流方面的“全球冷链联盟”（GCCA）和召回

方面的“国际食品安全当局网络”（INFOSAN）。  

 

第三，政府和私营部门应加强中小企业的应对能力，尽快化解冷链物流和追溯等成本较高

领域的法律实施挑战。可采取的机制包括促进合同农业公平发展 —— 这包括为中小企业

                         
1
 参见Katrin Kuhlmann、Wang Mengyi和Zhou Yuan，《中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评估》，先正达农业可持续发展基金会；另见Katrin K

uhlmann、Wang Mengyi和Zhou Yuan，《中国蔬菜案例研究》，先正达农业可持续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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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培训及资源支持（包括通过遵守标准），或提高各合作方在开展食品安全培训等方面

的能力。  

 

第四，中国政府应分阶段和差异化实施食品安全改革。根据优先事项和能力分阶段和差异

化推进改革，对于解决全国公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差异至关重要。比如，美国《食品安全

现代化法案》（FSMA）便采纳了这一模式，根据设施/企业规模设定了不同的合规日期和

要求。2 鉴于中国制定和修订的法规标准更具针对性，应根据私营部门和政府需求有的放

矢，按照不同行动者的能力确定制度优先次序并分阶段有效实施。本文调查结果及所提建

议详见表1。  

 

本文是先正达农业可持续发展基金会（SFSA）和新市场实验室（NML）针对中国食品安全

法律法规体系进行的系列研究之一，其中包括若干案例研究以及中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评

估。3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案例研究将着眼于中国食品安全制度的实施情况，详细探

讨如何应用本文所列的一些市场基础设施和监管方法。 

 

表1：食品安全监管良好实践摘要和中国背景 

监管问题            全球良好实践            中国背景 

标准 

 

• 将私人治理引入标准制定和执行，尤

其是大型零售商 

• 从不同层面将私人标准纳入公共制度

（公私合作和公共制度吸收私人标

准） 

• 加强公私合作 

• 与农民开展结构性合作（比如合同农

业），将标准引入整个价值链 

• 陆续发布新标准 

• 不断整合和修订现有标准  

• 逐渐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  

• 合同农业模式在某些价值链中更普

遍（比如果蔬领域） 

检验  

 

• 通过公私合作(比如设立私人检验员)

和信息共享提升公共检验能力 

 

• 缺少自检和政府检验；私营部门检

验有限（比如建立测试实验室） 

• 地方检验能力不足  

• 中小企业和一些零售商对自检认识

不足 

认证  • 确保认证发挥必要作用，促进程序精

简，提高人们对市场利益相关者和政

府能力的信心 

• 主动参照国际标准；促进等效、标

准统一和国际合作  

• 监管不力和存在假冒商标，导致消

费者信心下降 

                         
2
 美国食品加工产业协会《FSMA合规日期参考表》，出自网络，2017年10月1日。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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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 • 通过行业协会进行相关标准培训  

• 公共部门进行基础设施投资，通过发

展技术降低冷藏成本 

• 积极使用国际平台推动不同利益相关

者开展对话，按照市场需求建造储存

设施 

• 冷链设施需求上升，但供应不足 

• 要求建立全国冷链系统  

包装 • 加强私人标准设定；通过行业协会进

行培训；进行认证（比如“食品包装

生产SQF食品安全规范”） 

• 按照“食品相关产品”规范食品包

装材料，使其受到更多监督检查

（比如风险评估和检验） 

追溯 • 全面的追溯指南和手册（比如日本政

府编写的指南） 

• 通过结构改革和专业化市场服务（比

如FarmForce）为中小企业提供协助 

• 根据国际标准打造追溯标准（比如GS

1） 

• 开发和推广信息技术（比如区块链技

术）  

• 推广成功的私人标准，将其纳入公共

制度（比如GrapeNet Initiative） 

• 缺少私人和公共追溯系统 

• 要求到2020年建立国家追溯系统 

• 政府在不同领域开展试点项目 

• 私营企业和地方政府开展创新  

• 中小企业缺乏认识、了解或资源来

实现追溯达标  

召回  • 公私合作，共同设计和实施召回标准 

• 利用各种工具（比如应用程序和电邮

清单），主动召回或召开演练 

• 利用全球平台，加快国际食品召回 

• 要求建立国家召回制度  

• 食品召回涉及众多行动者，需向官

方报告 

• 召回要求按风险级别分类  

 

 

二、 价值链监管：全球食品安全规范及其对中国制度的启示 

 

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涉及供应链的诸多方面，这些方面各不相同却相互关联。比如，建立强

大的追溯系统有助于准确召回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产品。得益于中国新的法律制度和全

球最佳规范的传播，食品标准、检验、认证、储存、包装、追溯和召回等领域正在发生重

大变革。下文将针对这些领域介绍中国的当前食品安全形势，剖析相关的全球最佳规范，

并着重探讨将它们应用到实际的可能途径。  

 

1.食品标准 

 

2009-2016年，中国政府对国家食品标准体系做了重大修改。在此期间，中国整合并统一

了大约5000项现行标准，发布了1224项新标准，并对1293项标准进行了审查和修改。4此

外，中国还在《“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中提出了深化改革的主要方向：1）出台

                         
4
 Junshi Chen，《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框架》，美国医疗法规事务学会，出自网络，2016年8月25日； 

 《我国建立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涵盖1200多个国家标准》，新华网，2017年7月10日，出自网络，2017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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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国家标准； 2）主动参照国际公共标准，包括利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和发达国家

制定的标准数据库进行比较研究；（3）鼓励私人实体采用比国家和地方更严格的标准。5

第2点和第3点反映了对公共标准的重视，以及私营部门在制定和执行标准方面的巨大潜能。  

 

放眼全球，食品安全正在从公共治理转向私人治理，比如欧盟和美国；这种转向也反映在

中国《食品安全法(2015年修订)》中。6就制定和执行标准而言，私人治理可从以下三个

方面为公共治理提供补充。首先，私营企业能够填补公共标准制定和执法机构留下的空白。

这对中国尤其有利，因为地方能力不足已成为制定和执行相关标准的绊脚石。7其次，私

营部门具备应对新风险的专业知识和适应能力，因此更擅长开发和推广技术。8第三，私

人标准通常更严格、更规范，9有助于提高人类健康和安全防护水平。  

 

具体而言，私营企业主要通过两种模式在标准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一种是与政府共同

制定标准，第二种是由私营部门独立制定，促进现有标准的实施或制定更多标准。私人标

准出台后，政府可全部或部分采纳，将其融入公共制度。图1给出了私营部门参与标准制

定的两种模式。 

 

图1：私营部门参与标准制定模式  

 

 
资料来源：新市场实验室（2017年） 

 

模式2在全球农产品价值链中日渐盛行，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大型零售商为产品加工制定

或采用的私人标准不断增多，占据了全球市场很大份额。这些私人标准分为两类：共同标

                         
5
 更具体地说，到2020年将至少制定、修订或评估300项国家标准和6600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

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和“十三五”国家药品安全规划的通知》，2017年2月14日，出自网络，2017年10月1日。S

usan Reidy，《中国的食品安全计划欲与国际标准接轨》，World-Grain，2017年3月22日，出自网络，2017年10月1日。  
6
 《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第一篇和“欧盟理事会条例178/2002”第17条将私人责任放在首位。  

 参见Mengyi Wang和Ching-Fu Lin，《实现自下而上的SPS合作：食品安全制度的监管趋同分析8(1) TRADE L. & DEV.117（2016

年）。另见Ching-Fu Lin，《全球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公私合作》，《食品药品法杂志》，2014年；69(2):143-60 (2014)；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和“十三五”国家药品安全规划的通知》，2月14日，出自网络，20

17年10月1日。  
7
 Katrin Kuhlmann、Wang Mengyi和Zhou Yuan。《中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评估》，先正达农业可持续发展基金会，即将出版。 

8
 Timothy D. Lytton，《竞争性第三方法规：私人认证何以能克服政府的监管约束》，Theoretical Inquiries in Law 15.2 (201

4)； Yesim Yilmaz，《私人监管：监管改革的真正替代方案》，《卡托政策分析》第303期（1998年4月20日）  
9
 Ching-Fu Lin，《全球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公私合作》，《食品药品法杂志》，2014年；69(2):143-60 (2014)。  

模式1

公私合作制定标准

模式2

步骤1：私人制定标准

步骤2（可选）：将私人标准纳入公共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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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比如“全球良好农业规范”）和零售商的特定标准（比如Tesco Nurture）。10加强现

有私人标准协调将能进一步巩固等效标准或互认标准的市场影响力。比如，众多零售商共

同组建了“全球食品安全倡议”（GFSI），该组织随后拟定了“等效框架” ——《全球

食品安全倡议指导文件》。11  
 

按照模式2，公共部门可将私人标准纳入公共制度，但前提是这些标准在目标地区切实可

行。公共制度对私人标准既可简略吸收（比如采用私人标准的部分内容），也可详细消化

（比如采用私人标准的实施细则）；这两个方面都有例可循。简略吸收方面的例子：美国

《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要求所涉实体进行“危害分析和风险预防控制”（HARPC），而

它便是“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的一种变体；详细消化方面的例子：好市多

培训和教育计划（SSOP/HACCP）已被美国许多地方卫生检查员和食品安全官员奉为宝典。 
12 表1举例说明了应用广泛的私人标准，已采用这些标准的大型零售商，以及已将它们纳

入制度的国家政府。  

 

表1：私人标准示例 

标准           大型零售商                                        政府    
全球良好农业规范（GlobalGAP） COOP，米格罗，麦德龙和西夫韦 中国

13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  沃尔玛和好市多
14
  美国   

英国零售商协会全球标准 欧盟和北美零售商和品牌制造商
15
   

国际食品标准（IFS） 法国和德国几乎所有零售商
16
    

好市多  好市多  

Nurture/Nature’s Choice   乐购   

《全球食品安全倡议指导文件》  沃尔玛   

资料来源：新市场实验室（2017年） 

 

就中国而言，它可同时利用模式1和模式2，借助私营部门来升级和完善标准体系。对于模

式1，行业行动者可在标准制定和修订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他们提供的数据点是风险

评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风险评估是标准制定的核心要素。  

 

对于模式2的“步骤1”，政府可为开发和推广私人标准营造有利环境，相关政策手段包括

税收、补贴、提供服务或协调平台，以及监督。至关重要的是，大型零售商是制定和实施

                         
10
 Jan Mei Soon和Richard N. Baines Laws，《公共和私人食品安全标准：新鲜农产品种植者的助推器还是绊脚石？》2013, 2, 1–1

9; doi:10.3390/laws2010001 (2013)。 
11
 一些被广泛采用的私人标准——比如BRC英国零售商协会全球标准（第6版）和IFS国际食品标准（第6版）符合《全球食品安全倡议

指导文件》，参见同上。  
12
 《好市多：自上而下确保食品安全》，《食品安全杂志》，2012年10月/11月，出自网络，2017年10月1日。  

13
 《中国良好农业规范》，全球良好农业规范简介，出自网络；Pascal Liu，《亚洲生产者和出口商实用手册：农产品出口条例、标

准与认证》，联合国粮农组织，2007年，出自网络，2017年10月1日。  
14
 《好市多：自上而下确保食品安全》，《食品安全杂志》，2012年10月/11月,出自网络；Pascal Liu，《亚洲生产者和出口商实用

手册：农产品出口条例、标准与认证》，联合国粮农组织，2007年，出自网络，2017年10月1日。  
15
 英国零售商协会全球标准–食品，国际贸易中心（2011）；Pascal Liu，《亚洲生产者和出口商实用手册：农产品出口条例、标准

与认证》，联合国粮农组织，2007年，出自网络。 
16
 Pascal Liu，《亚洲生产者和出口商实用手册：农产品出口条例、标准与认证》，联合国粮农组织，2007年。出自网络，2017年10

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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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标准的天生领导者，17它们有经济实力对上游供应商提出更高标准。在中国，具有相

当市场实力的零售商包括大型综合超市、超市、便利店和专卖店（全国门店数量有的超过

万家），它们都能帮助提高标准的严格性、针对性或普及性。18值得注意的是，通过电子

商务渠道运营的零售商也能为推广私人标准作出贡献。实际上，零售商从传统渠道转向电

子商务已成为中国零售业的一个显著特征。19据估计，10%至30%的进口食品和饮料通过电

子商务渠道销售；电子商务平台与传统平台开展合作——比如沃尔玛与京东——已提高了

它们的市场战略地位。20大型零售商能引领私人标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有能力促进

供应链整合——比如通过合同农业，这有助于对符合标准的农民进行培训、监督和奖励。
21提高供应链的集成度，有助于缓解资源和财务激励措施匮乏对中小企业及分割市场造成

的结构性挑战。   

 

对于模式2的“步骤2”，随着公共部门将私人标准纳入制度，国家政府可将国际私人标准

添加到国际和国外公共标准数据库。应用广泛或符合“全球食品安全倡议”等效框架的标

准能对出口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可优先将其纳入公共制度。地方政府也可领先国家政府一

步，更快采用私人标准。   

 

2.检验和认证 

 

标准一旦实施，检验或认证一般就会成为有效的监督和合规基础设施。就检验而言，私人

检验被认为是一种全球良好规范，它能减轻政府实施复杂食品安全制度的负担。对于认证，

私人和公共认证方案层出不穷，但关键要考虑新的认证方案能否更好地加强食品安全。尽

管中国最近已将检验和认证作为改革重点，但仍面临一些挑战。   

 

检验 

中国最近已通过改革加强了政府检验，要求食品生产商、分销商和批发市场运营商进行自

检并报告，22但公共部门资源不足、无法进行定期检验以及私营部门对自检认识不足却造

成了执行困境。23  

 

为了加强检验和督促私营企业遵守相关标准，各国政府已采用了公私合作、公布检验记录

等创新方法。加拿大食品检验局（CFIA）为公私合作树立了榜样。该局与国际、省级和地

区政府、非政府组织、行业和贸易伙伴建立了食品安全伙伴关系，制定了检验和合规计划。
24此外，公布政府检验记录也有助于增强检验效用、开拓消费者信息渠道和揭示不同举措

                         
17
 Jan Mei Soon和Richard N. Baines Laws，《公共和私人食品安全标准：新鲜农产品种植者的助推器还是绊脚石？》2013, 2, 1–1

9; doi:10.3390/laws2010001 (2013)。 
18
 美国农业部对外农业服务局，《零售食品年度报告–中国》，2017年1月，出自网络，2017年10月1日。  

19
 同上。 

20
 同上。   

21
 Jensen H.H.，Zhou J.《中国的食品安全法规和私人标准》，出自Hammoudi A.，Grazia C.，Surry Y.，Traversac JB（编

辑）的《食品安全、市场组织、贸易与发展（2015）》。 
22
 Katrin Kuhlmann、Wang Mengyi和Zhou Yuan。《中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评估》，先正达农业可持续发展基金会，即将出版。Katrin 

Kuhlmann等人，《中国蔬菜案例研究》，先正达农业可持续发展基金会，2016年11月。 
23
 Katrin Kuhlmann等人，《中国蔬菜案例研究》，先正达农业可持续发展基金会，2016年11月。 

24
 Paul Mayers，《深度探讨加拿大的食品安全》，《食品安全杂志》，2015年4月/5月，出自网络，2017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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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缺点，从而提高整个行业表现。25在这方面，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监督服务局已开始发

布地方屠宰及加工设施数据。26这些数据根据公共卫生潜在影响等标准加以确定，非常全

面，并附有用户指南为数据使用提供便利。27  

 

认证  
对于食品安全系统，认证通常是一个由第三方完成的验证过程，旨在确保产品、流程或系

统符合既定标准。28认证可以是自愿性，也可是强制性。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认证机构和

认证方案的激增，现已出现了认可机构及机制来核验和规范认证机构。29外国政府和大型

零售商限制市场准入时，出口增长便会取决于认证。对中国来说，“通过ISO22000、GLOB

ALGAP和BRC认证的场所/设施数量增长10％，一个国家对美食品出口便会上浮0％-6.7％、

1.6％-2.2％和2％-3.3％。”30  

 

在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负责监管各种认证和认可活动，其中包括

11个符合国际标准的认证体系（比如HACCP和GAP）。31中国积极倡导以国际标准为基准、

等效、标准统一和国际合作。比如，中国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已满足《全球食品安

全倡议指导文件》（第6版）中的等效要求。32最近，中国还通过主办“一带一路”认可发

展国际研讨会（为期两周）着重研究了14个国家认可机构之间的国际合作——比如相互认

可。33
   

  

但是，由于监管不力和假冒商标的存在，消费者对中国认证体系的信心有所下降。34确保

认可认证机构的效力和独立性，是认证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关键。在这方面，政府和市场

主导式机制均适合中国。  

 

作为公共机制方面的例子，美国《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第三方认证审核规则为一些认可

认证机构提供了全面的、激励性的自愿计划。35这项计划有详细的准入要求并创造了巨大

财务优势。毕竟，只有与计划参与者合作的进口商才有资格参加《自愿合格进口商计划》，

从而加快食品进口。36鉴于《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要求进口食品必须获得第三方认证，

进口商很愿意与计划参与者合作。  

                         
25
 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监督服务局将于2016年7月11日在线发布地方食品安全数据》，出自网络，2017年10月1日。  

26
 同上。  

27
 同上。  

28
 全球食品安全资源，《食品安全认证的重要性》，出自网络，2017年10月1日。  

29
 Carmen Bain、Elizabeth Ransom和Vaughan Higgins，《私人农产品标准：争论、杂交和标准政治学》，《国际农业与食品社会学

杂志》，第20卷，第1期，第1-10页 
30
 Yuqing Zheng、Mary Muth和Jenna Brophy，《食品安全第三方认证对中国对美食品出口的影响》，在农业与应用经济学会“2013年

AAEA和CAES联合年会”上的发言，2013年 
31
 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食品和农产品认证》，2015年12月28日，出自网络，2017年10月1日。  

32
 全球食品安全倡议，“全球食品安全倡议与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促进食品安全发展”，2015

年11月3日，出自网络，2017年10月1日。  
33
 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一带一路”认可发展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2017年9月25日。出自网络，2017年10月1日。  

34
 Xiaochua Yu，《中国努力确保安全食品》，Slate，2015年5月5日，出自网络，2017年10月1日。  

35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核第三方认证的《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最终规则，2017年6月21日。出自网络，2017年10月1日。 

36
 同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自愿合格进口商计划》，行业指南，2016年11月。出自网络，2017年1

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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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市场的质量管理机制也已出现。认证系统用户能帮助区分各种认可认证机构的质量，

从而奖励表现出色的行动者，改善整个系统。比如，好市多和沃尔玛都针对某些产品，制

定了认证机构正面清单。37此外，好市多有时还会绕过供应商直接与认证机构合作，以防

它们相互勾结。38实际上，如果发生“食品安全紧急情况”，审计师必须首先告知好市多，

而不是供应商。39   

3.储存  

 

严格执行温度和清洁等方面的储存法规标准，有助于防止食品遭受有害微生物及相关毒素

的污染。冷藏对于确保易腐食品安全至关重要。40 冷藏是温控供应链（称为冷链）的一个

环节，可解决食品价值链各个阶段的制冷需求。 
 

在中国，冷链物流需求虽在不断增长，却一直没能得到满足。实际上，2015年中国65％的

海鲜、50％的肉类以及30％的果蔬通过冷链网络运输。
41
尽管社会各界的冷藏能力投资有

所增长（比如公共部门在华南的投资，以及电商巨头京东等私营企业在天津的投资），42

但冷藏能力不足一直是中国易腐食品物流的主要障碍，导致了食品污染与损坏。43  
 

为了在全国建立新鲜农产品和易腐食品运输冷链系统，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4月发布了建

立冷链物流框架指导方针，要求在主要食品产区和消费市场建立冷链温度跟踪系统，建造

物流基础设施。44随后，国家发改委与交通运输部联合发文，提出了到2020年加快改善基

础设施、技术和加强监管的明确目标。45  

 

值得注意的是，利用包容性方法消除中小企业资源短缺对发挥冷链物流的作用至关重要。

下面以印度为例，说明公共投资、技术和针对性政策干预如何能以中小企业可承受的价格

加速冷链物流发展。2000年至2005年，印度国家园艺委员会发起一项重要行业促进计划，

旨在为在23个邦建立1,242座冷藏设施提供支持。在比哈尔邦，邦政府为电力和道路等基

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更多支持和投资，邦内及邦间冷链通道由此得到完善。46该邦还利用高

速压缩机等新技术缩短了冷却时间，运营成本由此降低20％-30％。此外，拉贾斯坦邦也

推出政策计划来加强供应链管理，将生产商、加工商和市场更紧密联系在一起。  

 

                         
37
 加州认证有机农民，好市多发布《最新食品安全审核期望》，2017年7月10日。出自网络，2017年10月1日；沃尔玛，《食品和饮料

供应商食品安全要求》（2017年）。  
38
 Lena H. Sun，《食品检验经常存在缺陷》，《华盛顿邮报》，2010年10月22日。出自网络，2017年10月1日。  

39 同上。   
40
 Lam H-M, Remais J, Fung M-C, Xu L, Sun SS-M，《中国的食品供应与食品安全问题》，《柳叶刀》。2013;381(9882):10.1016/S

0140-6736(13)60776-X. doi:10.1016/S0140-6736(13)60776-X. 
41
 ChinaAg，《国务院计划改善中国的冷链物流系统》，2017年4月30日，出自网络，2017年10月1日。  

42
 美国农业部对外农业服务局，《零售食品年度报告–中国》，2017年1月。  

43
 Sam Whelan，《中国新鲜食品需求激增，辛克物流加强在华业务》，The Loadstar，2017年8月28日，出自网络，2017年10月1日。  

44
 《中国日报》，《中国正努力改善物流体系，保护食品安全》，2017年4月22日，出自网络，2017年10月1日。  

45
 Greg Knowler，《中国不断发展的冷链需要更好的行业标准》，《商务杂志》，2017年7月13日，出自网络，2017年8月3日。  

46
 Bart Minten，Thomas Reardon, K.M.Singh和Rajib Sutradhar，《冷库在比哈尔邦马铃薯供应链中的新角色及其变化》，国际粮食

政策研究所，2012年8月23日，https://mpra.ub.uni-muenchen.de/61109/1/MPRA_paper_61109.pdf。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10/21/AR2010102106909_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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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协会等私营组织能在传播知识、加强成员培训、推广良好储存习惯等方面发挥作用。

比如，肯尼亚花卉行业制定了冷链运输最佳规范指南，47在存储温度方面为经营者提供指

导，以延长保存限期和确保花卉质量。另外，鉴于欧盟已成为重要的花卉出口市场，肯比

亚花卉冷库经营者还加入了FlowerWatch项目，以便更好地遵从欧盟标准。  

 

此外，还可寻求国际合作和利用国际平台。比如，肯尼亚园艺作物发展局与日本国际协力

机构展开合作，建立了预冷和冷藏设施；而作为一个国际平台，全球冷链联盟的目的是加

强整个冷链的连通性，通过办事处和分支机构开展培训和技术研讨会，制定指南以及提供

政策支持。  

 

4.包装  

 

为防止有害物质进入人体，48中国《食品安全法》也对各类产品的包装做了规定。值得注

意的是，食品包装材料被这一新法规界定为“食品相关产品”，49因此会受到更多监督检

查（比如风险评估和检验）。50在这方面，公共和私营企业均做得非常出色。 

 

就私人领域而言，行业行动者的贡献体现在制定标准、组织培训和提高意识等方面，而且

认证也非常全面。比如，2018年1月起，所有认证和监督审核都须遵照《包装材料生产的S

QF食品安全规范》（第8版）。51公共部门的贡献在于通过各级机构制定规则和标准，展开

监督，分享信息以及将私人规则和标准纳入公共制度。52欧盟通过“EC 1935/2004”对所

有食品接触材料提出了一般要求；陶瓷、塑料、再生纤维素薄膜等特殊材料由相关条例专

门规定，这些条例均具法律约束力。此外，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还会针对拟用作食品

接触材料的物质，发表科学意见、提出建议和开展安全评估。欧盟实施的制度体系多种多

样，比如荷兰、丹麦和比利时实行集权管理，西班牙、德国、英国和爱尔兰则是分权管理

——即不同区域或地区的规范各不相同。 

 

5. 追溯  

 

在食品价值链的各个环节（生产、加工、分销、进口和零售）建立有效的追溯系统有助于

最大限度减少食源性疾病的发生及流行。这些追溯系统能在大批量召回产品时发挥关键作

用。53从全球来看，私营和公共部门均设计和使用了追溯系统，这些系统有时还能协同使

用。但是，由于食品供应链庞大而复杂，利益相关者高度分散，因此收集分析数据非常困

难。  

中国《食品安全法》要求建立私人和公共追溯系统。到2020年，中国政府将建起全国性的

追溯系统。《食品安全法》还规定，生产商和分销商有责任确保上下游行动者的食品安全

                         
47
 《肯尼亚冷链评估（2015）报告》，全球冷链联盟，未注明日期，出自网络，2017年5月3日。  

48
 瑞旭集团，中国食品接触材料法规，2015年8月，出自网络，2017年10月1日。 

49
 《食品安全法(2015年修订)》，第2条。 

50
 《食品安全法(2015年修订)》，第17和52条。 

51
 食品行销协会，《包装材料生产的SQF食品安全规范》（第8版），2017年。  

52
 参见Kuhlmann等人，《东非法律指南》。新市场实验室，2015年9月，出自网络，2017年8月2日。 

53
 Jianrong Zhang和Tejas Bhatt，《食品追溯最佳规范指南》，《食品科学与食品安全综合评论》，第13卷，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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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质量。但实际上，由于记录存在漏洞、生产商和批发分销商之间层层交易以及中小企业

缺少资源，追溯制度实施起来困难重重。54中国的一些地方已在这方面展开创新和实验。

比如，上海自2015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这一法

规涵盖多种食品和食用农产品。55  

 

中国正在针对其2020年目标制定一个更周密的国家框架，可从以下方面来完善追溯系统。

第一，参阅国际组织和公共实体编写的综合指导文件或手册，汲取发达追溯系统的经验。

比如，欧盟56、日本57和美国食品工艺学家学会（IFT）58均已发布适用广泛的追溯指南。  

 

第二，仔细研究试点项目，进一步完善和推广现有追溯系统。中国正针对肉类、婴儿配方

奶粉和中药等行业产品进行试点，因此应借助于详细报告、严格分析和建议查明不足，调

整和优化追溯系统。值得注意的是，将试点项目委托给时间更充足、资源更丰富和技术更

专业的专家负责实施更可靠。比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指定食品工艺学家学会来开

展追溯试点，59食品工艺学家学会与100多家组织——其中包括各种政府机构、行业/消费

者团体和非盈利组织——的代表展开合作，编制了包含详尽建议的最终报告。 60   
 

第三，鉴于追溯系统建设需要技术和财务成本，为中小企业提供政策工具支持不可或缺。

除土地改革和合同农业等结构性改造之外，还有一些服务也能为中小企业提供帮助。比如，

FarmForce是先正达农业可持续发展基金会推出的一种移动追溯平台计划，并获得了其他

多方资助。61这一移动平台计划主要关注信息存储、数据输入和业务输出信息检索。此外，

使用FarmForce等市场工具能更准确预测产量。其平台界面易于使用，便于农民和代理商

从传统的纸质数据记录转向简单明了的技术操作。  

 

第四，主动参阅国际标准能更有效地在国际市场跟踪和追溯产品。62比如，GS1作为一家国

际非营利性协会，在追溯方面开发和维护的供应链标准体系已得到广泛应用。63它为私营

部门提供的解决方案已被广泛采纳，比如使用条形码、电子产品代码（EPC）和射频识别

（RFID）标签来识别位置、产品和货运，并制定了供应链电子数据同步和交换标准。 

 

                         
54
 Katrin Kuhlmann等人，《中国蔬菜案例研究》，先正达农业可持续发展基金会，2016年11月。 

55
 Asia Pacific Food Industry，《遵守中国新的食品安全法》，2017年2月15日，出自网络，2017年8月3日。 

56
欧盟委员会，通用食品法（Regulation (Ec) N° 178/2002）第11、12、14、17、18、19和20条实施指南，2010年1月，出自网络，2

017年10月1日。  
57
 日本农业、林业和渔业部，《食品追溯系统介绍手册》，2008年，出自网络，2017年10月1日。  

58
 Jianrong Zhang和Tejas Bhatt，《食品追溯最佳规范指南》，《食品科学与食品安全综合评论》，第13卷，2014年。 

59
 同上。  

60
 Jennifer McEntire，Tejas Bhatt，《食品供应系统产品追溯改善试点项目–最终报告》，美国食品工艺学家学会，2012年。 

61
 同上。  

62
 Sylvain Charlebois、Brian Sterling、Sanaz Haratifar和Sandi Kyaw Naing，《全球食品追溯法规及要求比较》，《食品科学与

食品安全综合评论》，第13卷，2014年。  
6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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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应积极推动技术创新。64技术可显著提高所采集数据的质量、一致性和全面性，从

而将数据转化为有用的分析工具。大型企业和初创公司在开发追溯技术方面表现得非常踊

跃，其中包括使用DNA、分子或放射性同位素实现追溯自动化和进行信息跟踪。65  
 

区块链技术尤其值得关注——它不仅相对成熟，而且能在整个供应链可靠、透明地交换数

据。实际上，区块链系统采用的是“难以篡改的单一信息分类帐，只能通过共识算法更

新。”66相关试点项目已取得可喜成果：沃尔玛参与的一项研究中，区块链可将传统跟踪

时间从大约7天减至2.2秒。67鉴于区块链的巨大潜力，私营企业已开展多方利益相关者跨

国合作来促进这项技术不断发展。68雀巢和沃尔玛等六家著名零售及食品企业已推出“首

个完全集成的企业级”IBM区块链平台，加速区块链生态系统在学术研究和创新实践领域

的发展。69比如，IBM、沃尔玛和清华大学正在首创一种追溯模型，尝试在中美进行猪肉和

芒果溯源。70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公共部门可将成效显著的私人计划纳入公共制度。比如，Grap

eNet Initiative是由私营公司Logicsoft开发的一款监控软件，它能通过集中式网络数据

库帮助确保印度鲜食葡萄达到国际标准，71覆盖“葡萄出口供应链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
72政府后来将其追溯系统移植入HortiNet，将追溯对象扩展到了芒果和蔬菜。73在中国，麦

德龙和熙可集团等私营企业正在引领追溯系统向前发展。比如，熙可集团已开始使用GPS

跟踪物流，并将农药化肥施用情况等各种信息植入了追溯条码。74  

 

6.召回  
 

产品如果贴错标签或存在健康风险，则应从市场召回。中国计划建立国家召回制度。
75
中

国《食品安全法》要求各相关方建立食品召回和报告制度：食品生产商及贸易商必须召回

和报告所发现的不安全食品，进口商必须召回和报告所发现的未达标进口食品。76此外，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食品召回管理办法》还提出更多要求，其中包括根据

风险水平及应对要求进行召回分级。77  

  

                         
64
 《食品安全法(2015年修订)》，第2条。 

65
 《食品追溯的未来》，《食品安全杂志》，出自网络，2017年10月1日。比如，2016年，两家著名初创公司Sample6和Safe Traces就

分别筹集1270万美元和150万美元，参与技术开发。参见《九家追溯及食品安全技术初创公司在颠覆行业的过程中遭遇挑战》，AgFund

er，出自网络，2017年10月1日。 
66
 《区块链推动食品行业升级》，IBM，出自网络，2017年10月1日。  

67
 《IBM与雀巢、沃尔玛展开区块链合作，共筑全球食品安全》，Forbes，出自网络，2017年10月1日。 

68
 同上。  

69
 同上。 

70
 同上。 

71
 Danashree Shukla和Elisa Sabbion，《印度农产品的电子追溯系统：GrapeNet案例研究》，第15号简报。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无纸

贸易和交通运输专家网络，2015年8月，出自网络，2017年5月13日。 
72
 《GrapeNet：印度鲜食葡萄出口的追溯方案》。Logicsoft International私人有限公司，未注明日期，出自网络，2017年5月12

日。  
73
 印度农业和加工食品出口发展管理局使用GrapeNet追溯葡萄，AnarNet用它进行石榴溯源，芒果和蔬菜出口商则在国家园艺部注册。 

74
《熙可：安全逼上全供应链》，《商界评论》，熙可集团，2017年8月3日，出自网络，2017年10月1日。 

75
 《食品安全法(2015年修订)》，第63条。  

76
 《食品安全法(2015年修订)》，第63条。 

77 Hogan Lovells，《中国推出新的食品召回制度》，2015年，出自网络。2017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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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开始建立国家召回制度，有几条原则值得强调。第一，公私合作是建立有效召回

制度的基础。78由于食品经营者承担着从市场清除不安全食品的主要负责，因此在设计和

实施召回制度时应对他们进行咨询、培训、监督和指导。79第二，必须建立沟通机制，及

时有效地将相关信息告知各相关方，最好是经常演练和实现自动化通报。80沟通渠道多元

化——比如店内通知和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信息——有助于扩大受众范围。81美国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开发了窗口小部件和移动应用来向公众及时发布信息，82澳大利亚则是借助于

电邮清单来提醒订阅者。83第三（也是最后一步），追踪督查可进一步改善召回成效。84值

得注意的是，食品供应链日益全球化也容易使食品风险跨境传播。因此，可将粮农组织/

卫生组织国际食品安全当局网络（INFOSAN）等全球信息快速交流平台引入国家规程。85比

如，澳大利亚已通过政府协议要求与INFOSAN保持沟通。86此外，食典准则还建议各国为IN

FOSAN设定官方联络点。87澳大利亚的国内召回制度如图2所示，描述了食品企业、国家主

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与职责。  
 

图2：澳大利亚召回流程  

 

                         
78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粮农组织/卫生组织国家食品召回制度制定及完善指南》（2012年）。 

79
 同上。 

80
 同上。 

81
 同上。 

82
 同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召回、疫情和突发事件》，2016年9月9日，出自网络，2017年10月1日。  

83
 澳新食品标准局，《食品行业召回协定书：澳大利亚召回食品和编写食品召回计划参考信息》，2014年5月，出自网络，2017年10月

1日。  
84
 同上。  

85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粮农组织/卫生组织国家食品召回制度制定及完善指南》（2012年）。 

86
 澳新食品标准局，《食品行业召回协定书：澳大利亚召回食品和编写食品召回计划参考信息》，2014年5月，出自网络，2017年10月

1日。  
87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粮农组织/卫生组织国家食品召回制度制定及完善指南》（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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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澳新食品标准局（2014年）88 

                         
88
  lvain Charlebois，《食品安全、风险情报和基准研究》，John Wiley & Sons出版集团（2016年）。 

 

发起方 

 

澳新食品标准局 
 

事发州 
 

3.1 确定和评估问题 

 

3.2 定召回或收回食品（参

见附件 6中的指南） 

 

3.3 如果需要召回，确定召

回层面（行业或消费者）和

范围 

 

3.4 确定有被召回食品的企

业 

 

 
3.5-3.6 发起方通报澳新食

品标准局，并提供所有可用

信息 

 

 

3.7 发起方告知已收到受影

响食品的所有客户，并将沟

通情况记录在案 

 

 

 3.7 若是消费者层面的召

回，发起方通过各种渠道

（比如通过报纸和广播发布

公告等）告知所有被召回食

品的销售州/地区 
 

 

3.8-3.9 发起方收回产品，

采取适当行动并记录在案 
 

 
3.10 发起方向澳新食品标准

局提供事后报告，证明召回

工作令人满意 

 

澳新食品标准局将召回结果告知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和发起方（即是否满意） 

 

就事后报告与事发州展开商

讨，评估召回是否令人满意 

澳新食品标准局向相关各方

发布召回通知，其中包括： 

• 州/地区召回行动官员 

• 政府部门（即澳大利亚

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

卫生部） 

• 行业联系人（注：这并

不能代替发起方联系所

有客户的要求） 

• 国际政府联系人 
 

澳新食品标准局起草召回文

件，协助发起方了解其责任 

 

澳新食品标准局与发起方和

事发州验证所有召回信息 

事发州向发起方提供建议，

协助评估问题及确定是否需

要召回 

 

 

事发州就召回细节与澳新食

品标准局展开协商 

 

 
事发州与发起方一起执行各

种召回要求 
 

 

事发州收到事后报告，并在

必要时与发起方采取后续行

动 

 

澳新食品标准局要求发起方

提供事后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