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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保健食品的需求呈现上升趋势, 但保健食品安全管理相关的

问题也随之暴露。本文主要从保健食品的生产、政府监管、消费者对保健食品的认识现状等方面, 对我国保健食
品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 并结合我国保健食品的现状及实际情况, 提供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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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urrent health food safety management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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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living standards improving, the people’s demand for health food showed a rising trend,
however, the health food safety management related problems were exposed. The food safety management
problems were summarized from production, government supervision, consumer understanding of health food.
This paper offered some countermeasures according to existing safety management problems of health food and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and actual situation of health foo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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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 生活水平不断

相关法律法规, 如何更好的规范、管理保健食品市场,

提高, 人们对自身的健康要求也越来越高, 饮食上更

建立更好、更科学的安全管理系统, 以确保保健食品

加注重食品的质量及其营养保健功能。由于人们对保

的质量及安全性, 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健食品的需求日益增加, 因此, 对保健食品的需求量
日益增长。我国保健食品行业兴起于上世纪 80 年代

1

保健食品的概念

初, 几十年的快速发展, 使得保健食品的销售额在全

1996 年 3 月 15 日卫生部发布的《保健食品管理

球居民的健康消费金额中, 以每年 13%的速度增长

办法》对保健食品的定义是: 保健食品是指表明特定

[1]

。这样的增长速度为食品企业带来了巨大商机, 但

保健功能的食品, 即适用于特定人群食用, 具有调节

在保健食品行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 也随之出现了

机体功能、不以治疗为目的的食品 [2]。我国于 2005

诸多问题。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比较完备的保健食品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保健食品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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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健品的定义是: 保健食品是指声称具有特定保

保健食品的需求量就越大。

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

我国保健食品安全管理目前存在的问题

即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 具有调节机体功能, 不以

3

治疗疾病为目的, 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

3.1

急性或者慢性危害的食品[3]。但由于各国国情以及发
展状况不同, 对保健食品并没有统一的定义。

2

我国保健食品的市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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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生产环节中存在的问题
生产企业众多, 生产工艺落后
我国保健食品生产厂家数量较多, 但多数企业

都“重营销, 轻研发”。企业在发展中更看重产品的市
场及利润, 不愿更新设备, 更不愿学习和完善新的生

目前我国保健品食品市场的规模居世界第二。截

产工艺, 没有一个学缘结构合理的科研团队。多数企

止 2012 年,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共批准保健

业所开发的新产品, 也多是在初级产品的基础上进

食品 12332 个, 其中国产保健食品 11667 个, 进口

行的简单更新。落后的生产设备与生产工艺, 使得保

保健食品 665 个 [4], 我国城乡居民保健类消费支出

健食品的质量得不到保证。

以 15%~30%的速度增长, 明显高于发达国家 12%的

3.1.2

擅自更改配方, 违法添加禁用原辅料

增长速度。2011 年我国保健品总产值达到了 1500 亿

一些厂家为了追求高经济效益, 降低成本, 擅

元, 预计 2020 年将达到 4500 亿元。保健食品市场主

自更改产品配方, 而在生产的过程违法添加药物甚

要被功能性饮品、保健酒以及各种中老年和婴幼儿食

至化学成分, 已经成为不良企业谋取暴利的常用手

品所占据。即使是相同功能的保健食品, 由于生产厂

段, 如 2013 年 7 月 3 日, 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家的不同, 种类也较为繁多, 其效果也存在一定的差

执法人员根查获保健食品“肤姿美闪电瘦胶囊”670

异。近年来, 我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保健食品仅

瓶、半成品胶囊 2 万粒, 涉嫌非法添加禁用化学物质

批准了促进排铅、改善睡眠、促进泌乳、减肥、改善

西布曲明。这些违法添加的药物或化学成分, 一旦服

营养性贫血、增强免疫力、调节肠道菌群、促进消

用不当, 会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化、通便、对胃粘膜有辅助保护功能、辅助降血脂、

3.1.3

辅助降血糖、抗氧化、辅助改善记忆、缓解视疲劳、

委托加工方式亟待规范
我国保健食品采取委托加工方式生产占 60%以

清咽、辅助降血压、缓解体力疲劳、提高缺氧耐受

上 。对于资金有限的中小型企业来说, 由于专业检

力、对辐射危害有辅助保护功能、改善生长发育、

验仪器的价格昂贵, 聘请拥有专业技能的检验员的

增加骨密度、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功能、祛

酬金较高, 为了更好降低成本, 会积极寻求有资质生

痤疮、祛黄褐斑、改善皮肤水分、改善皮肤油分这

产的其他企业进行生产合作, 委托加工产品。虽然委

27 种保健功能 [5-6], 但在 2012 年 6 月国家药监局发

托生产加工, 可以充分合理利用资源, 在一定程度上

布《保健食品功能范围调整方案》, 拟将现有 27 项

也促进了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但由于生产链的延伸,

功能取消 4 项(改善生长发育、对辐射危害有辅助保

加大了保健食品的质量安全监管难度。目前委托加工

护、辅助降血压、改善皮肤油分), 涉及胃肠道功能

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8]:

[7]

的 4 项合并为 1 项(通便、调解肠道菌群、促进消化、

(1) 委托方擅自更改审批内容

对胃黏膜损伤有辅助保护合并为有助于改善胃肠功

委托方为了更好的降低成本, 在生产过程中可

能)、涉及改善面部皮肤代谢功能的 3 项合并为 1 项

能会擅自更改已经审定好的产品配方或生产工艺进

(祛痤疮、祛黄褐斑、改善皮肤水分合并为有助于促

行生产, 如擅自取消辐照灭菌工艺、擅自更改申报的

进面部皮肤健康), 予以保留, 最后确定为 18 项功

工艺参数生产、不依照已备案的企业标准实施出厂检

能。

验等, 这样就无法确保产品的质量与安全性。
由于年龄、接受教育程度的不同, 消费者对保健

(2)委托合同不规范

食品的知识了解程度也存在差异。在我国, 保健食品

在许可有效期内, 委托加工合同失效未及时续

的主要消费群体是中老年人、婴幼儿以及病人, 学生

签或变更, 超合同有限期限进行生产或擅自延长和

消费者数量也在增加, 女性消费者的人数明显多于

缩短合同期限进行非法生产, 委托双方各自所负的

男性消费者。经济收入越高, 健康意识越高的群体对

责任不够明确或难以界定落实; 委托双方在合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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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产品质量的责任上划分不够明确, 如产品原辅

一定的滞后性, 而且互联网销售准入门槛低, 没有建

料及成品的检验; 如何追踪确认和承担产品质量问

立起完善的实名机制, 甚至可以使用虚假姓名和地

题责任等。

址, 在进行违法经营活动时, 经常变换电话号码、网

3.1.4

产品标签或说明书上夸大宣传产品功能

络账号等联系方式, 这些行为无疑为监督人员查找

企业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 由于厂家、加工工艺

经营主体身份带来很大困难。一旦销售产品存在质量

和原材料的不同, 使得保健食品的种类和功能不尽

问题, 甚至对消费者造成严重危害时, 很难依法追究

相同。即使是具有相同功能的保健食品其功效也因此

违法经营者, 承担责任[10]。

有所差异。一些保健食品企业为牟取暴利, 在产品标

3.3

签或说明书大肆夸大产品的功效, 宣传自己的产品
具有治疗作用, 误导消费者。这些夸大宣传主要有以
下形式: 超过该产品所审批的功能范围夸大宣传;
非法宣传其保健食品具有疗效或暗示有治愈、治疗疾
病的作用。

3.2
3.2.1

监管部门存在的问题
保健食品监管制度不够健全

消费者对保健食品认识不够
消费者对保健食品的了解不够全面, 甚至不知

道保健食品是调节机体功能为主, 并不是治疗性的
药物。由于不知道保健食品标志, 在保健食品与非处
方药之间的辨别产生一定的困难, 从而在选择上又
带来了一定的困扰。而部分相关人员对营养健康知识
了解的不够全面, 不能够及时针对消费者的质疑给
予答复, 也影响了消费者的选择。由于消费者对保健

我国保健食品市场品种繁多、覆盖面广, 必须

食品的概念和定义等基本知识的模糊, 当身体出现

依据法律法 规以及有关 的配套技术 标准对其进行

不适时,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用保健食品替代了一些

安全管理。目前,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以《食品安

户外的身体锻炼, 不利于消费者的健康。

全法》为依据, 以《保健食品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为核心的保健食品法规体系框架, 以确保保健食

4

对我国保健食品安全管理的建议

品的审批和生产经营能够有法可依 [9] , 但保健食品

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 保健食品安全管理所存

的监督管理法规还处于起步阶段, 不够完善, 这就

在的问题, 已经关系到我国居民的身体健康问题, 也

为保健食品的监管带来了难度。我国《保健食品注

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就目前我国保健食品安全管

册管理办法》规定, 保健食品的注册审批经省食品

理存在的问题, 需要政府、生产企业、消费者共同努

药品监督部门行使审查及受理后, 报送国家食品

力, 寻找有效的解决办法共同解决。依据其实际情况,

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并注册, 而保健食品市场监

提出以下几点解决措施:

管由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与监管职能

4.1 加大企业生产管理力度, 引导企业加强自律

剥离脱节, 部门之间信息交流机制有待加强, 可能

政府监督部门, 应该加大企业产品的监管力度,

出现审批与监管部门互不明确管理权责, 互相推

完善检验机制, 注重对产品原辅料、加工、销售等各

诿责任 [10] 。

个环节的监控, 加大对不法生产企业的处罚力度, 并

3.2.2

检验标准不完善

定时定期予以公布, 甚至可以尝试建立“保健食品生

我国目前与保健食品相关的国家强制性标准较

产企业诚信系统”, 提高企业责任意识, 扩大监管的

少, 部分产品中有效物质的安全限量标准模糊不清,

影响力。另一方面, 应该引导企业严格遵守相关的条

这就加大了保健食品的质量控制与检测的难度。同时,

例法规, 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生产过程中坚决不加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保健食品缺乏系统的安全评

入有害成分和不合格的原辅料, 坚决不生产假冒伪

价体系, 检测方法与手段也较为落后, 因此常常会出

劣的保健食品。鼓励企业吸纳更多的有专业技能的人

现不同地区产品标准不统一的现象, 不利于保健食

才, 投资发展科技, 发展新工艺, 提高产品的质量。

品安全管理健康发展。

同时还应及时更新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和检测装置,

网络销售监管难

这将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针对网络销售存在的问

3.2.3

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产品通过网

题应及时进行排查, 另外这需要多个部门相互配合,

络来销售。但目前法律法规对网络销售行为的规范有

如工商、信息产业、药品食品监管局等部门的共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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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分工合作, 这样才能对网络销售进行有效监管。

制作广告前, 先对相关产品的信息进行核实, 严格遵

4.2 严格保健食品审批环节,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守《广告法》中的相关条例, 做到不欺瞒消费者。增

从保健食品安全管理角度来看, 应严格审批环
节, 提高准入门槛。目前, 我国保健食品安全管理的
主要依据是 1996 年卫生部颁布实施的《保健食品管

强业内人士的道德素质, 加强行业的自律, 有利于形
成良好的企业形象, 从而产生更高的效益。

4.5

消费者应当理性选择

理办法》, 还没有关于保健食品监督管理的较为完

消费者应当积极主动的去了解关于保健食品类

善、具体的相关条例。我国应结合本国的国情, 汲取

的知识, 例如各种常见保健食品的功效, 以及其主要

国外的相关措施及经验, 可以制定更加完善, 更符合

成分和其有效成分。购买保健品时要认准标记, 保健

当地实情的政策措施, 明确保健食品注册、生产经

食品外包装上有“蓝帽子”标记。同时了解国家的相关

营、监督检查等各个环节的管理职责, 真正提高对保

政策, 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在选择购买保健食品的

健食品的监管力度和执法效率。建立有公信力、信息

时候, 做到理性, 不跟风, 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做

透明、设备技术先进的第三方评估机构, 规范保健食

出选择。对保健食品有非常清楚的认识, 在服用保健

品检测评价程序[11]。

食品的同时, 也应该多注意户外的身体锻炼。

4.3

完善信息公开机制, 建立保健食品信息库
从我国目前的政府监管现状来看, 保健食品目

前存在信息标识不规范, 监督检查信息不透明, 食
品安全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保健食品注册
管理办法》 规定, 现阶段保健食品监管由各级卫生
行政部门负责, 但部门缺乏充分交流与沟通。建议
我国审批及监管部门, 应该共同建立完善“保健食
品信息库”, 录入所有已批准在售的保健食品的生
产厂家、有效成分、销售价格、产品说明等相关信
息, 同时对不法生产企业的不合格产品进行及时曝
光, 让所有消费者都能在第一时间, 迅速、方便的了
解最新信息。

4.4

规范保健食品的宣传
我国当前保健食品多存在虚假宣传现象, 严重

5

结束语
民以食为天, 食品安全是民生问题, 并且牵涉

着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在信息化的时代, 人们健康意
识迅速提高, 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到建立安全的保健
食品消费环境的行动中。企业应提高责任意识, 为
消费者生产高质量保健食品, 相关政府监管部门也
应该开拓创新, 与时俱进, 不断完善现有的管理条
例及政策, 增强责任意识, 本着对自身、对他人、对
社会负责的态度, 监管好保健食品生产销售的每一
个环节。消费者应该不断的学习相关保健食品知识,
树立正确的观念与态度, 不盲目、盲从消费, 只有在
这样的前提下, 保健食品市场才会越来越规范, 才
能为消费者带来真正安全可靠的健康保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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