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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供学习交流，严禁商业用途”

        食品安全是上能牵动政府、下能影响百

姓的民生问题，受到全世界和社会各方的

高度关注。

      



“仅供学习交流，严禁商业用途”

     食品安全问题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
   
     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全球人口
的持续增长，城镇化生活节奏的加速和饮食结
构的变化，全球和区域贸易的增加，气候变化
等，所有这一切都在影响着现有食品安全的格
局，也对食品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食品安全风
险管理提出了新挑战



“仅供学习交流，严禁商业用途”

食品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是事关国家安全和人民福祉的重要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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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剖析

我国食品安全的战略构想与建议

我国食品安全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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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

1978年前
我国食品领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粮食短缺，食品卫生次之，

食品领域鲜有恶意的违法犯罪事件

粮食短缺问题得到根本缓解，食品污染事件逐渐增多改革开放后

Ø1993年至2002年，我国食品卫生水平逐步提高，但食品领域开始出现一些新风

险源，直接威胁到消费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Ø2003年后，来自种植、养殖环节农兽药残留超标以及加工环节超量超范围使用

食品添加剂逐渐成为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的主要问题。我国食品安全事件开始密集

爆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食品安全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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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三鹿婴幼儿配方奶粉三聚氰胺食品安全事件引爆了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中国食品安全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中国食品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

                          哪些食品是安全的

                          哪里可以买到安全的食品 

                          哪些企业生产的食品是放心的

     食品安全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最担心，老百姓最不放心，企

业最揪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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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8开始，在中国政府的强有力领

导下，全国总动员，打响了一场中国历

史上史无前例的食品安全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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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食品安全保障能力不断提高 

消费
环节

进口
食品

生产
环节

加工
环节

      主要食用农产

品质量安全总体保

持较高水平。

        2015～2019 年，加工食品及

进入销售环节食用农产品抽检批

次 66.23 万批次，总体合格率一

直保持在 96%以上。

         进口食品安全处于较高水平。

未准入境食品从 2011 年的 1875 批次

增加到 2017 年的 6631 批次，较好地

保证了我国进口食品安全。

      消费环节食品安全水平

不断提升，食物中毒报告起

数及中毒/死亡人数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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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食品安全的治理，既借鉴和浓缩了西方

发达国家曾经历过的“由乱到治”的百年历史，又

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政府对食品安全的管

理从十年前的

                         危机应付——风险预防

                         被动应付——主动保障

中国食品安全经历了一个有乱到稳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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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发布《全球食品安全指数报告》

结果显示，在全世界中，，

                  2013年排名42位，

                  2015年排名42位

                  2017年排名45位

                  2018年排名46位

                  2019年排名35位

食品安全水平处于世界中上游水平，名列发展中国家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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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一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安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
把食品安全工作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

ü 二是面对食品安全新形势 颁布仅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进行重大修改，以适应我国当前食品安全监管的需要；

ü 三是对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做了重大调整

ü 四是是根据新时期人民幸福生活的需求，把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

我国食品安全来之不易的四条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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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3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

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
一个满意的交代，是对我们执政能
力的重大考验。

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
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
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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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29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
习时指出

食品药品安全关系每个人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

要加快相关安全标准制定，加
快建立科学完善的食品药品安全治
理体系，努力实现食品药品质量安
全稳定可控、保障水平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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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 ，落实“四个最严”
的要求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对2016年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重
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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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1日 习近平总书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强调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关系
全国13亿多人“舌尖上的安全”，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作为一项重
大政治任务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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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对2017年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重要
指示

严防严管严控食品安全
风险 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吃得
放心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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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施食品安全战略，
让人民吃的放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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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就2018年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的重要
指示

 安全农产品和食品，既是
产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但
归根到底是产出来的，要加强
源头治理，健全监管体制，把
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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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3月8日在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
的讲话

       完善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网
络，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力度，
开展农业节肥节药行动，完善农
产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
识制度，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
保证让老百姓吃上安全放心的农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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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0日，春节前夕赴云南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时习近平总
书记的讲话

 “菜篮子”、“米袋子”、
“果盘子”，都是事关民生的
大事。有关部门要做好工作，
确保节日期间市场供应充裕，
质量安全可靠，让群众过一
个安定祥和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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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安全放在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谋划
                  放在人民至上的理念来思考
                  放在依法治国的背景来部署
                  做为国家治理体系来统筹
                  做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来落实
    确保食品安全，让人民吃的放心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充分体现了总书记的领袖风范和人民情怀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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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0日公开发布，这是建国以来首个以中共中

央，国务院名义出台的食品安全工作纲领性文件。

意见共12部分，51条，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措施，

为贯彻食品安全战略提供了目标指向和基本遵循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

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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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中提到“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四个最严”“坚持‘产’出来和‘管’
出来两手抓”“严把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落实党政同责”等，都
是贯彻落实总书记食品安全工作重要论述的具体体现。

  《意见》明确提出两个目标，
      到2020年，基于风险分析和供应链管理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初步
建立；
      到2035年，基本实现食品安全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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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已经形成，食品安全监管将进入信息化和智能
化的新时代。我国食品安全科技支撑能力不断强化，监管队伍日益专业，检验检
测能力逐步提升，食品安全保障体系趋于完善。中国正在建立快检产品评价体系
2018 年启动了“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食品安全专项快检方法评价体系课题研究

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系统

全国食品污染物监测系统
食源性监测报告系统

出入境食品检验检疫风险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

一、我国食品安全状况
     第一个目标已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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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明确了将食品安全纳入国家科技计划，加强食品安
全领域的科技创新，引导食品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完善科
技成果转化应用机制

   意见还要求建立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食品安全信息平台，
推进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
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应用，实施智慧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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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明确了将食品安全纳入

国家科技计划，加强食品安全

领域的科技创新，引导食品企

业加大科研投入，完善科技成

果转化应用机制

意见还要求建立基于大数据分析的
食品安全信息平台，推进大数据、
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技术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应
用，实施智慧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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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坚持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
罚、最严肃的问责，全面实施食品安全战略，着力推进
监管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和依法治理，着力解决人民群众
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推动食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建
设，促进食品产业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 意见》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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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一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安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
把食品安全工作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

ü 二是面对食品安全新形势 颁布仅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进行重大修改，以适应我国当前食品安全监管的需要；

ü 三是对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做了重大调整

ü 四是是根据新时期人民幸福生活的需求，把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

我国食品安全来之不易的四条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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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治理:重拳出击，史上最严

ü 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ü 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修订版)经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颁布(史上最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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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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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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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思想：科学管理、责任明确、综合治理

治理理念：预防为主、风险评估、全程控制、社会共治

监管体制：分工负责与统一协调相结合

监管制度：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制度、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
度、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制度、食品召回制度、食品安全信息
统一公布制度

  为实现全程监管、科学监管，提高
监管成效、提升食品安全水平，提供
了法律制度保障。

一、我国食品安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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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思想：科学管理、责任明确、综合治理

治理理念：预防为主、风险评估、全程控制、社会共治

监管体制：分工负责与统一协调相结合

监管制度：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制度、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
度、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制度、食品召回制度、食品安全信息
统一公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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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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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实现全程监管、科学监管，提高监
管成效、提升食品安全水平，提供了
法律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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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明晰了
       食品生产经营者法律义务和责任，强化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细化自由
裁量权，进一步增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
     此外，为贯彻《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规范新食品原料、食品
添加剂新品种和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三新食品）行政许可工作，卫生行
政部门制定了
《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
《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管理办法》、
《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行政许可管理规定》
以及相应的配套管理规定。规定明确了“三新食品”的范围、申报受理要
求和技术评审要求，严格规范“三新食品”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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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一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安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
把食品安全工作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

ü 二是面对食品安全新形势 颁布仅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进行重大修改，以适应我国当前食品安全监管的需要；

ü 三是对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做了重大调整

ü 四是是根据新时期人民幸福生活的需求，把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

我国食品安全来之不易的四条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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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问题

12

3 4

铁路公安，各管一段

职责不清 多头管理

互相扯皮
各自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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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一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安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
把食品安全工作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

ü 二是面对食品安全新形势 颁布仅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进行重大修改，以适应我国当前食品安全监管的需要；

ü 三是对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做了重大调整

ü 四是是根据新时期人民幸福生活的需求，把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

我国食品安全来之不易的四条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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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届五中全会（2015.10）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

健康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没有全民健

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李克强总理：健康是群众的基

本需求！

    该战略从大健康、大卫生、大医学的高度出发，突出强调以

人的健康为中心，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并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之

中，通过综合性的政策举措，实现健康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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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健康问题日益成为我国膳食干预面临的巨大挑战

《柳叶刀》2017年发布全球饮食领域首个大规模研究:

中国因为饮食结构问题造成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   

癌症死亡率都是世界人口前20大国中第一名

6-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达9.6%、肥胖率达6.4%，

全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为25.2%、

糖尿病的患病率高达11.6%

已有2.6亿慢性病患者，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已占

我国总死亡86.6%。导致的负担占总疾病负担70%

以上

食品加工粗放、缺乏人群针对性和科学设计造成

的营养失衡而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肥

胖症等“慢性病”

l WHO报告:膳食是仅次于遗传影响人
类健康的第二大因素，膳食因素13%、
遗传因素15%

l 《柳叶刀》:约16.2%疾病归因于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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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一直在倡导食品安全健康中国新理念

《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
强调要“制定以食品安全为基础的营养健康标准”，来

有效实施以食品营养安全为重要前提的健康中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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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演变

过去

卫生
（

Hygie
ne）

现在

质量安
全
（

safety）
未来

健康营
养
（

securi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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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现阶段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剖析

我国食品安全的战略构想与建议

我国食品安全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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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新常态下食品安全监管及综合治理能力
急需提高

一、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现阶段食品安全形势
依然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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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给侧改革初见成效，食品安全监管面临新难题；

• 环境污染问题依然严峻，源头治理成为全球共识；

• 农兽药残超标等问题，成为食品安全的长远隐患；

• 食品欺诈事件时有发生，消费者信心重塑任重道远；

• 食品产销分离趋势增强，食品安全新风险不容小觑；

• 国际食品贸易发展迅速，进口食品输入性风险加大；

• 渠道创新催生了新风险，非传统食品安全风险日益增大。

一、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现阶段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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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供给侧改革初见成效，食品安全监管面临新难题

   1、   农业资源长期透支，开发利用形势严峻；

           国内农产品产量增速趋缓，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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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能源约束对我国食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l 食品工业产值与总产值之比：美国3.7：1、

日本11.7：1、我国≤2：1

l 我国食品工业年用水约100亿吨、耗电2500

亿度、耗煤2.8亿吨、废水50亿立方、废物4

亿吨

l 人口总数多、需求大、靠土地增收来保障需求

的办法已几近穷尽

l 预计未来十年、中国的食品消费将增长50%、

产值增加7万亿

油脂加工新技术能耗节省60%、水耗降低85%以上

油料 预处理 油脂提取 油脂精炼 油脂改性

清理干燥

剥壳

破碎

蒸炒
120℃

浸
出
法

压
榨
法

脱蜡
脱臭
脱色
脱酸
脱胶

240℃
分提
氢化
脂交换

传统工艺高温长时、过度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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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浪费、结构失衡严重降低了我国食品供给水平

资源浪费

加工问题
l 我国粮食水果、豆类、肉蛋、水产品等产量均

居世界第一位，但深加工率仅有30%左右（发达
国家同期70%以上）

l 我国粮食加工出品率仅为65%左右，由米面过度
加工造成的口粮损失每年高达1000多万吨

 

加工损耗和物流损失
l 每年产生1500~2000万吨的残次果蔬与加工副

产物被废弃，综合利用总价值超过600亿元
l 生鲜食品冷链流通率不足8%，生鲜食品采后品

质劣变和腐烂严重，流通损失超过1000亿元

产品层次
l 低端产能过剩、高端需求供给不足
 

消费浪费
l 中国餐饮业人均食物浪费量为每人每餐93克，

浪费率为11.7%
l 大型聚餐浪费38%
l 学生盒饭有1/3被扔掉
2018年，中国科学院和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发布《中国

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
 

产品结构失衡

全谷物食品可使中风
降低30%-60%；Ⅱ型糖
尿病降低212%-30%；
心脏疾病降低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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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供给侧改革初见成效，食品安全监管面临新难题

    2、  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尚不理想；

           营养不良问题成为常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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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老龄化成为影响我国食品供给体系的重要因素

挑战

l 预计到2035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14.35亿

l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65岁及以上人口将

达到3.06亿，占我国总人口比重将超过20%，成为

"超老龄社会”。

l 由供给保障、食品安全保障逐步提升到食品可持

续供给与营养健康保障的更高层面

任务
l 美味多元、 安全优质、营养健康的食品质量成为

人民美好生活质量的重要体现

l 基于居民膳食结构和营养需求特点的有机、 绿色

以及低脂、低糖、低盐等优质产品

l 婴、幼、孕老年、慢性疾病患者等特殊群体的营

养健康产品

l 食品消费与人民美好生活息息相关

0
0 0

吃的饱——原料型
谷物为主

吃的好——结构型
种类丰富

吃的健康吃的幸福
—营养、享受型

“仅供学习交流，严禁商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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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供给侧改革初见成效，食品安全监管面临新难题

3、 食品电商等新模式经济日趋多样，不断滋生新型食品安

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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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大量涌现，食品安全新问题、新情

况、新挑战也随之出现。

      其中，食品电子商务经营碎片化，呈现批次多、数量少、面向个体消费者、

交易频次高等特点，潜在食品安全风险高；

      在网络订餐市场中，一些无证无照的“黑店”往往也窝藏其中。

      如何构筑网络外卖食品安全“防火墙”，成为食品安全关注的新话题。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新旧交织，重点问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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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污染问题依然严峻，源头治理成为全球共识

国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已然影响到食品安全保障

水平。虽然食品安全相关的环境标准已达到 1800 余个，但

多数指标是在借鉴和参照发达国家的基准和标准数值的基础

上制定的，一定程度上会因为缺乏科学性或实际匹配度不高

的问题而降低保障力，不利于食品安全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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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污染仍是影响食品安全的重大隐患

水污染问题 大气污染问题

土壤污染问题 生态功能退化

二、现阶段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剖析

“仅供学习交流，严禁商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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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兽药残超标等问题，成为食品安全的长远隐患

我国是农畜禽生产和产品消费大国，保障种植和养殖业

持续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为追求产量和利

润而超范围、超剂量滥用农兽药的问题已经成为保障食品安

全的长期隐患，农兽药残留对健康构成了直接或潜在的威胁，

同时也影响到我国农产品和食品的对外出口及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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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食源性病原微生物及其耐药性问题带来新风险

数据不健全

溯
源

系
统

缺
乏

耐
药

性
逐

年
增

加

核心
问题

数据不健全

溯
源

系
统

缺
乏

耐
药

性
逐

年
增

加

    食源性病原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是全球食品安全
的核心问题。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无疑给
我国食品安全带来了新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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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食品欺诈事件时有发生，消费者信心重塑任重道远

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当代，食品欺诈遍及世界各国，其中

食品掺假是食品欺诈最主要的形式，是政府和消费者最关注

的一类食品安全问题，同时也是对食品安全、政府公信力、

社会和谐稳定影响最大的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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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际食品贸易发展迅速，进口食品输入性风险加大

在“出口全世界，进口五大洲”的大背景下，食品供应

链国际化将导致食品安全风险随国际供应链扩散。

  由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有些企业在成本压力面前，

为节省支出而减少食品安全管理的投入，也有些企业为牟取

非法利益使用假冒伪劣、掺假造假等手段，导致进口食品输

入性风险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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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对我国食品供给体系带来严重危害

挑战

l 局部性的洪水、旱灾、台风、地震或其他自然

灾害频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时有发生

（2020年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l 紧急情况下食品供应的充足问题关系到人们的

生存和社会稳定，需要研发应急食品,建立应急

食品应急保障供给机制。

l 实现特定工作场所的食品高效供给，支撑应急

食品产业的发展，为突发公共事件食品的应急

供给提供保障。

任务
          应急救援食品

l 要求保质期长、易于储备

l 能够补充人的营养和热量

l 易消化吸收

l 快速恢复体能和保持体力

美味、方便、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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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新常态下食品安全监管及综合治理能力急需
提高

新产业新业态形成食品安全新风险，监管模式亟须跟进完善

“一带一路”新通道增加进口食品风险，宏观治理机制亟待全

食品安全风险分析监测预警应急相关信息化监管体系尚完；

食品领域新兴业态和新商业模式，科技支撑和创新能力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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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产业新业态形成食品安全新风险，监管模式亟须跟进
完善

食品安全严管与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过渡政策难接；

新兴业态推陈出新，监管政策、监管机制尚不适应；

互联网食品安全事件屡屡发生，网络订餐平台消费投诉
居高不下，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亟须跟进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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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带一路”新通道增加进口食品风险，宏观治理机制
亟待健全

国内

国
外

国
外

    许多亚洲、非
洲国家至今尚未建
立较为完善的食品
安全管理体系。

    我国进口食品法律法
规制度尚未完全实现现代
化，治理依据不充分，宏
观治理机制急待健全。

    部分国家不是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成员国或通报系统
不规范、动物疫情
不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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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食品安全风险分析监测预警应急相关信息化监管体系尚
需完善

    现有的食品安全信息化
监管平台存在对食品安全
信息化范畴认识不清。

    数据来源不
一且时效性差。

    尚未建立保障食品安
全智能化应用的完整管
理体系。

    食品安全风险分析、监测、
预警、应急等相关的食品安
全信息化监管体系亟须完善。

  信息化
  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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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食品领域新兴业态和新商业模式，科技支撑和创新能力
需加强

    “十三五”期间，我国食品安全技术领域取得
重要突破，但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研究较发达国
家仍处于跟跑阶段。

    科技投入和成果转化需进一步加强，专

利数量和质量有待提升。

国际标准参与度需进一步提高。

    食品安全技术支撑和创新能力仍

有待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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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防控检测技术成为食品安全保障的发展核心

监测网络建设

食品安全三大系统

技术标准

在国际先进标准采标率方面，英国为91.27%、
德国87.99%、法国79.85%，我国仅为16.12%。

先进技术

l 未知物高通量筛查等新型监测

l 智慧物流

l AI风险分析预警

l …………………………“仅供学习交流，严禁商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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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现阶段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剖析

我国食品安全的战略构想与建议

我国食品安全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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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端食品产业

中端食品产业

高端食品产业

食品安全被动防御

过渡阶段

食品安全主动保障

    未来 10～20 年，是我国全面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
型国家的攻坚时期。

   一、 未来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研判

“仅供学习交流，严禁商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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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产业不断转型升级，食品安全面临新问题

食品环境基准安全阈值不明，食品安全任重道远

致病微生物耐药性加强，食品微生物危害加大

动物产品需求刚性增长，食品兽药安全治理难度

食品产业国际竞争激烈，进口食品安全面临新挑战

“仅供学习交流，严禁商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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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食品产业不断转型升级，食品安全面临新问题

需
求
转
变

    资源、能源与生
态环境约束加剧，
食品消费需求增长
和消费结构的变化。

新
技
术

    互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分析等现代技
术的发展和应用，为
食品安全提供了强大
的技术支撑。

新
挑
战

    食品产业不断转
型升级，食品安全
面临新需求和新挑
战。

新
问
题

    食品生产、销售、
物流安全监管也面
临诸多新问题。

“仅供学习交流，严禁商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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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食品环境基准安全阈值不明，食品安全任重道远

   我国现行不同环境质量标准
之间不仅整体协调性较差，而
且现行环境质量标准与健康基
准的衔接性较薄弱，食品安全
任重道远。 

工业污染物

农业面源污染物

    每年有 1200 万吨
粮食受土壤重金属
污染，其中农业面
源污染物已经超过
工业的 7.5 倍。

“仅供学习交流，严禁商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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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致病微生物耐药性加强，食品微生物危害加大

    美国、巴西、印度、泰国等国家曾
相继报道副溶血性弧菌抗性菌株及多
重抗性菌株，而我国副溶血性弧菌抗
性菌株也普遍存在。目前而言，由于
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全球细菌耐药
性问题日益严重。

“仅供学习交流，严禁商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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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动物产品需求刚性增长，食品兽药安全治理难度大

人口的增加对食源性

动物产品的需求将呈

刚性增长。

未来 20 年，在人口持

续增长、居民收入迅

速增加。

过量的兽药投入给兽

药残留和耐药性防控

带来巨大压力

兽药投入量随

之加大。

人口
增加

需求
增加

用药
增大

增加治
理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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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食品产业国际竞争激烈，进口食品安全面临新挑战

    我国在世界食品进出口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食品进出口贸易规模稳步
扩大，占世界贸易比重稳步增加。
    “出口全世界，进口五大洲”正逐步成为我国食品产业的常态，保障进口食
品安全与推动国际贸易便利化间的双赢局面日益迫切。“仅供学习交流，严禁商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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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建我国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的对策与建议

• 关于“完善我国食品安全中长期战略规划”的建议；

• 关于“加强防范环境健康风险、保障居民食品安全”的建议；

• 关于“加强粮油食品精准加工，提供食品质量安全”的建议；

• 关于“促进营养与健康食品产业发展”的建议；

• 关于“建立我国食品 EMA 脆弱性评估数据库”的建议；

• 关于“加强电商(含跨境电商)食品安全保障与监管”的建议；

• 关于“构建中国食品微生物安全科学大数据库”的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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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完善我国食品安全中长期战略规划”的建议

C

F

E

DA

H

J

B

食品安全中
长期战略

第五，建立国际共治原则下的
便利通关机制，优化进口食品
口岸查验方式，缩短口岸通关
时长，降低通关成本；

第六，构建国际食品安全大数
据共享平台，建立国际贸易下
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与应急机制，
实现“互联网+国际共治”；

第七，构建进出口食品生产、
贸易、物流等企业的信用体系，
联合打击欺诈、非法转口、走
私等严重妨害国际贸易食品安
全行为；

八，适应食品跨境贸易新业态
发展需求，开展大数据甄别分
析和产业发展动态跟踪。

第一，不断推动全球范围
内食品安全领域更为广泛
的政府间协作，构建食品
安全国际共治规则；

第二，立足全球食品供应
链，构建多元主体、责任
共担的食品安全治理模式

第三，遵循 WTO/TBT-
SPS 协定的原则及相关国
际标准，积极推动进出口
方治理体系的等效互认；

第四，加强食品安全共治
领域关键技术的合作研发
与技术沟通，推进关键治
理技术在国际食品供应链
各方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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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加强防范环境健康风险、保障居民食品安全的
建议

第一，对食品安全工作实施一体化统一管理，积极开展食品原产地
的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工作；

第二，建立食品综合环境监测体系及风险管控监测体系，加强“从农
田到餐桌”整个链条上全面且长期的监控，推动建立基于健康风险全
程管控的环境与食品基准/标准体系；

第三，加大公众对于环境
健康风险评估的普及教育，
促进“全民防范健康风险，
共同保障食品安全”。

“仅供学习交流，严禁商业用途”



“仅供学习交流，严禁商业用途”

（三）关于加强粮油食品精准加工，提供食品质量安全的
建议  粮油食品过度加工是系列健康问题要因

营养成分大量损失

消费者营养摄入不均衡、
“隐性饥饿”等问题

“三高”、肥胖等慢性病 

面粉过白

大米过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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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加强粮油食品精准加工，提供食品质量安全的
建议

4
第四，加大对粮油食品基础研
究的支持力度，发展我国自主
创新的符合我国国民饮食习惯
的成套粮油食品加工技术；

5
第五，建立粮油食品资
源数据库，为粮油食品
行业发展有效的、全面
的数据资源支持，实现
资源共享

6 第六，鼓励行业搭建粮
油食品数字化、智能化
加工体系，实现粮油食
品产业升级

1
第一，以居民营养健
康需求为导向，加强
人群需求研究；

2
第二，建立健全粮油
食品标准体系及规范，
实现“好产品”有标准；

3第三，提出有针对性
的引导政策，激励粮
油加工企业有效实现
精准加工；

以需求驱动供给
的加工模式

第七，出台粮油食品加工企业节能减排的审查标准，淘
汰产业中高能耗、高污染、低产能企业，优化粮油食品
加工企业结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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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促进营养与健康食品产业发展”的建议

健全制度

技术创新

功能性食品

第一，建立健全营养与健康食品法规、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各类食

品的营养质量要求与技术指标，实现“有法可依”。实施积极有效

的政策引导和激励，以市场为导向。

第二，加强科技投入与技术创新，突破营养与健康食品行业系列瓶颈技

术难题，在国家层面上从“全食物链”的角度进行营养与健康食品产业

的顶层设计；以建设创新型科技人才、急需专业人才和高技能人才队伍

为先导，统筹营养与健康食品相关专业技术人才和经管人才队伍建设。

第三，扩大营养与健康食品的范围，细分品类，研究放宽食品功能声称

的市场准入，进行分别管理，分别审批，实施“功能性食品标示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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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建立我国食品 EMA 脆弱性评估数据库”的
建议

1
第一，建议构建由专业人员负责和参与的我国 
EMA 数据库，梳理我国食品安全事件，创建
我国经济利益驱动型食品掺假数据库；

 2
第二，针对我国食品欺诈中非法非食用物质以
及有毒有害物质的特点，研究构建我国的食品
脆弱性评估体系，开发风险预警模型；

3
第三，结合食品 EMA 脆弱性评估数据库中容
易发生掺假的食品及其掺假方式，加大对肉、
奶、油、酒和蜂蜜等大宗食品的真实性鉴别和
原产地鉴定等技术方法的开发；

4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食品掺假防控，参与构建
全球性食品掺假防控网络，共同研究反掺假检
测技术，在国际 EMA 问题防控领域做出中国
贡献。 

建议构建我国
食品 EMA 脆
弱性评估数据
库和预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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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加强电商(含跨境电商)食品安全保障与监管的
建议

第五，培养与开发食
品电子商务专业人才。

第一，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建立健全电商
食品生态圈的诚信体
系。

第二，健全电商食品
可追溯体系，并快速
推进“以网管网”的监
管体系。

第三，加快推进农产
品及食品产业链标准
体系建设和品牌建设。

第四，建立高效的食
品配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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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于构建中国食品微生物安全科学大数据库的建议 

      致病菌毒力因子表达调控机制的研究，为食源

性致病微生物危害机制的形成提供理论和基础。

      基于全基因组序列数据库和挖掘出的特异性分子靶标，

研制多种高通量快速检测芯片，构建快速检测技术体系。

      建立食源性致病菌的全基因组序列库和全面的代谢产物指纹图谱

库，为食源性致病微生物的快速检测提供新策略。

     食源性致病微生物的遗传多态性和溯源分析，确定我国食品中的优势菌株和产

业链中的主要污染源，为我国食品安全的风险识别提供更为全面的思路。

      建立我国食源性致病微生物的风险防控

机制，构建食源性致病菌新型防控预警平台。

食源性致病微生物防控预警平台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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