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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食品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近年来, 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屡见不鲜、形势严峻。强化从法

治层面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结合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现状, 探讨了食品安
全法治建设的重要性, 阐述我国现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从而更好地保
障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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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of law is the strong guarantee of foo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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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safety is a major issue related to nation's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In recent years,
food safety incidents often occur and is becoming serious. The strengthening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by law has become a practical problem need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In view of current food safety
situation in our country,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legal construction of the food safety, expounde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ystem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food safety in the country,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proposal in order to guarantee foo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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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工业的快速发展, 在极大满足消费者对食
品多样性和不同消费口味及消费习惯需求的同时,

康和生命安全、维护社会安定和谐、促进经济健康发
展, 具有重要意义。

也给不法食品加工生产经营者提供了制假售劣产品

近些年食品安全立法执法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大

的可趁之机, 给食品安全带来了新的隐患, 给食品安

的进展, 但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工作仍然

全监管提出新的挑战。从几年前的苏丹红、三聚氰胺,

很艰巨, 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落实还要靠有

到前期发生的瘦肉精、染色馒头、地沟油以及今年的

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严格执法, 靠法律部门依法裁决,

注胶虾、杭州蜜饯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的出现, 食

靠食品生产经营者自觉遵守, 靠消费者依法维权。

品安全始终触动着老百姓的神经, 因此强化法律手
段打击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已刻不容缓。

1

2

国际、国内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现状

食品安全法治建设的重要性

2.1

食品安全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问题。

2.1.1

食品安全领域的法治建设对于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

国际上食品法律法规现状
美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视食品安全的国家, 有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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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安全的法律法规也非常多, 例如《联邦食品、药物

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为加大对

和化妆品法》、《食品质量保护法》和《公共卫生服

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提供了有力保障。

务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几乎覆盖了所有食品和其相

时至今日法律法规也相对完善, 那么食品安全

关产品, 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标准以及监管程序。在美

事件为什么还频频发生呢？笔者认为, 其一、相关部

国对于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就不允许其上市销

门及负责人的既得利益和责任道德缺失造成了监管

售。同时, 对从事食品生产、加工与销售的企业而言,

的缺位, 致使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有法不依、食品安全

基本不存在无照企业或者家庭作坊式的企业, 因此

监管执法不严[4]。其二、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缺少可

掺假现象较少。美国严密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召回

操作性、缺乏相应的司法解释等等。我国还需要在不

制度以及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说是美国维护食品安

断的发展过程中建立更为完善和科学的食品安全法

全的三把利剑。其中, 惩罚性赔偿对生产和销售危险

律法规体系。

[1]

产品的食品企业日益发挥出威慑作用 。

欧盟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2.1.2

欧盟历来十分关注食品安全, 近年来对食品安
全法律法规进行了大量修订和更新。例如 2002 年 1
月 28 日通过的《通用食品法》、2004 年修订的食品
卫生条例、2006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欧盟食品及饲
料安全管理法规》等等, 这些法规构建了欧盟食品安
全的战略性框架 [2], 强化了食品安全的检查手段, 提
高了食品市场准入的要求, 增加了对食品经营者的
食品安全问责制, 更加注重食品生产过程的安全, 形成
了欧盟相对完善而又严谨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日本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2.1.3

近年来, 日本不断通过立法, 提升其食品监管
理念, 调整食品行政机构, 明确风险监管机构的职责,
完善其食品监管法律法规体系, 形成了以《食品安全

3

食品安全事件与惩治手段
国外食品安全事件的处罚举例

3.1
3.1.1

美国花生酱事件[5]

2009 年初美国发生的“花生酱事件”的罪魁祸首
是鼠伤寒沙门氏菌。美国食品监管部门调查后发现可
能是沙门氏菌疫情主要源头的两家公司于 2009 年 1
月和 2 月宣告关闭。 美国花生公司于 2 月提出破产
申请并被处以 1460 万美元罚款。这是美国德州卫生
管理部门有史以来开出的最大一笔罚单。

3.1.2

德国二噁 英事件[6]

2010 年底德国西部北威州的养鸡场首次发现饲
料遭致癌物质二 噁 英污染后, 政府部门很快确定了
肇事企业, 并宣布临时关闭 4700 多家农场, 约占全
国农场总数的百分之一。禁止受污染农场生产的肉类

基本法》和《食品卫生法》为核心, 以及由相关食品

和蛋类产品出售。检察部门表示要提起刑事诉讼, 同

安全政令和几百部地方食品安全管理条例的补充构

时受损农场则拟提出民事赔偿, 赔偿数额可能高达每

成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框架, 形成了日本比较完善

周 4000 万至 6000 万欧元, 这完全可能让肇事者破产。

的食品法律法规体系。其中《食品安全基本法》确立

3.1.3

美国问题鸡蛋事件[7]

了“消费者至上”、“科学的风险评估”和“从农场到餐

2010 年, 美国发生的问题鸡蛋事件, FDA 最终确

桌全程监控”的食品安全理念, 使其食品安全管理理

定其中多数病例都是因为食用了感染沙门氏菌的鸡

[3]

念得到巨大提升 。

蛋引起的。8 月 21 日美国召回问题鸡蛋的数量超过

另外, 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都十分重

了 5.5 亿枚。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鸡蛋召回事

视食品安全, 也都组建了完善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件和食品安全事件。FDA 很 快 制定出 一 项针 对大

体系。

型 鸡 蛋 生 产 商 的 新 食 品 安 全 规 定 , 以 避 免 更 多受

2.2

我国的食品法律法规现状
从早期的《食品卫生法》及其一些配套的相关法

律法规, 到 2009 年《食品安全法》及《食品安全法

污染的鸡蛋流入市场。

国内近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处罚举例

3.2
3.2.1

三鹿奶粉事件[8]

实施条例》的颁布实施, 进一步确立了食品安全监管

2009 年 1 月 22 日,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三

的主体结构、权力设置和法律责任等相关制度, 这无

鹿问题奶粉系列刑事案件中的数名被告人做出一审

疑是食品安全法治化的一次重大进步。2011 年 2 月,

判决, 其中被告人、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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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被判处无期徒刑; 被告人张彦

5

军(奶贩)犯以危险行为危害公共安全罪, 被判处死刑,
被告人耿金平(定金河奶源基地负责人)以生产、销售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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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与建议
继续构建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有毒食品罪, 被判处死刑, 被告人高俊杰犯以危险方

2009 年实施的《食品安全法》较之以前的《食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死缓; 被告人肖玉等人被

品卫生法》有了明显进步, 但所规定的食品安全法律

判处 5~15 年有期徒刑。被告单位三鹿集团股份有限

责任体系仍有缺陷。如存在责任理念落后, 单纯强调

公司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判处罚金人民币 4937

法律责任而缺乏对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等更高的责

万元。

任形式的规定; 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备等, 这些相对于

3.2.2

瘦肉精事件[9]

瘦肉精事件后, 2011 年 7 月 25 日, 焦作市中级人

食品安全领域越来越高的风险显得回天乏力。因此,
要继续以《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民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判处被告人刘

《刑法》、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为核心和基础, 规

襄死刑; 判处被告人奚中杰无期徒刑; 判处被告人

范和完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建立强制性的食品安

肖兵等人 3~15 年有期徒刑。

全标准化体系, 从而构建科学的食品安全保障法律

3.2.3

染色馒头事件[10]

2011 年 9 月 26 日, 社会广泛关注的上海“染色馒

法规体系。

5.2

头”案一审宣判。被告人叶维禄以犯生产销售伪劣产
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 9 年并处罚金 65 万元人民币; 被
告人徐剑明、谢维铣被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并处罚金
20 万元人民币。

3.3

小结

强化我国食品安全的执法保障
我国食品安全执法部门存在个别机构职能重叠、

执法手段不规范、执法人员责任心不够等问题。《食
品安全法》确立了有问责制的多部门执行方式, 建立
了以食品安全委员会为中心, 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
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分别管控生产、流通和服

通过国内外食品安全事件的对比得出: 一是从

务环节的执法体系[11]。但是, 完善食品安全执法的保

近几年国内发生的一些食品安全事件可以看出, 我

障体系并未建立, 对于目前出现的执法现状问题, 这

国对破坏食品安全的行为惩罚力度越来越大; 二是

就需要: 一、执法部门应加强自身执法的规范性和持

我国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的处罚力度(如毁灭性的赔偿)

续性, 二、设立明确的执法者责任追究制度, 如果失

和应急机制等方面与国外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 纵

职或者责任心不强、监管不得力, 就必须追究行政执

观我们周围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 可以看出我

法者的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

国的法律法规建设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仍然存在诸
多弊端, 需要进一步完善。

5.3

加大食品违法行为的经济和刑事处罚力度
我国《食品安全法》与相关法规虽然比较合理地

4

国内外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主、客观因
素分析

设置了处罚幅度和处罚种类, 但罚款的最高上限仍

由近几年国内外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 如美国

对食品安全的相关刑法内容作了重大调整, 但对违

的花生酱沙门氏菌污染事件、李斯特菌污染哈密瓜事

然是 5 万元, 2011 年公布的《刑法修正案(八)》,专门
法企业的处罚力度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

件, 可以看出, 国外的食品安全事件大多是由致病微

在 这方 面, 我 国应 借鉴先 进国 家的成 功经 验,

生物以及食品生产或运输等环节污染导致, 属生产

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通过处罚, 让危害食品

环节监管失当, 思想麻痹所致, 并非生产管理人员的

安全者在社会声誉、经济等方面付出巨大代价, 使他

主观故意, 而是“客观因素”成份大。再看我们国内发

们不敢继续违法, 甚至没有能力继续违法。对于构成

生的苏丹红红心鸭蛋、水发制品甲醛保鲜增白, 三聚

刑事犯罪的严重违法行为, 应进行刑事处罚, 以使不

氰胺事件、瘦肉精、染色馒头事件以及地沟油事件等

法企业和个体慑于高额成本而不敢铤而走险。这样就

等, 这些食品安全事件大多是人为添加非法添加物或

会对食品安全违法分子起到很好的震慑作用, 使他

滥用食品添加剂而导致的恶性事件, 多属主观故意。

们一朝违法, 终身悔恨[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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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年份

5.4

表 1 食品安全事件表现形式与主客观因素对比举例
Manifestation and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of food safety incidents

事件名称

事件分类

主客观分析

口蹄疫(英国、爱尔兰)

微生物污染

病毒污染牲畜

客观主导因素

2010 年

二 噁 英事件(德国)

化学性污染

鸡、猪饲养用的饲料被二噁英污染

主观因素

2009 年

美国花生酱事件

微生物污染

沙门氏菌污染花生

客观主导因素

2010 年

美国问题鸡蛋

微生物污染

饲料受沙门氏菌污染

客观主导因素

2008 年

三聚氰胺事件

添加非食用物质

添加三聚氰胺提高产品中蛋白质的含量

主观因素

2011 年

瘦肉精事件

添加非食用物质瘦肉精

提高瘦肉率

主观因素

2011 年

染色馒头事件

添加合成色素

降低生产成本

主观因素

2011 年

“地沟油”事件

非食用原料加工成食用油

利益驱使

主观因素

健全和完善食品安全诉讼制度

立公民食品安全诉讼制度, 降低群众司法维权“门
槛”, 保障消费者的诉讼权和索赔权。这就需要在法
律制度上完善, 给消费者提供更加方便的诉讼渠道、
维权渠道。

加强食品安全诚信体系建设
当前, 我国食品安全最大的挑战在于道德缺失。

我们要继续加快推进食品安全诚信体系的建立与完
善, 确保食品质量安全成为企业自觉自愿的行动。实
行食品安全诚信分类监管, 建立红黑榜制度; 对不良
信用食品生产经营者加强监管, 建立失信惩戒制度;
根据监管职责, 建立动态反映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
安全信用状况的信息档案和查询系统。

6

发生原因

2001 年

要创造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的诉讼条件, 通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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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始终保持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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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近几年的食品安全事件的惩罚结果可以看出, 我
国对食品安全违法事件的惩处力度越来越大。相信随
着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完善, 随着我们依靠相
关法律法规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规范和威慑, 将会还
我国食品安全一块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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