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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食品安全规制中的企业主体责任
—以日韩食品安全监督员为例

高秦伟　谢寄博

摘　要：为了应对食品安全风险，进一步发挥企业主体责任，在企业内部设置

食品安全监督员，是一种有效的措施。虽然我国2009年制定的《食品安全法》引入

了食品安全员制度，但规定得过于原则。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法》修订在即，最

近的《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送审稿）》规定了食品安全员资格，但是，我国在食

品安全监督员的任职资格、责任等领域仍然需要进一步规定。日本、韩国的食品安

全监督员制度比较成熟，可资借鉴；通过对比分析两种不同的制度背景和运作模

式，有助于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中的食品安全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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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食品安全案件多发，食品安全规制中漏洞频出，究其原因在于依然没

有处理好政府、企业、市场、消费者和专家的关系，没有结束“五龙治水”的局

面。1我国传统模式中，对于食品安全的规制是分段治理，协调性较差；同时又过

分强调政府的作用，忽略了企业自身的作用。而不是像西方国家所强调的“从农田

到餐桌”的治理模式，西方大多数国家对于食品安全的规制一般都建立了食品生产

的追溯制度，依照食品的标签能够追溯到食品生产的来源—生产商，以此让企业

承担社会责任。

为了在生产过程中加强对自身的监管，一般情况下，企业会从内部或者外部聘

请企业食品安全监督员，以此来防范企业生产中所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这对食品

安全来讲无疑是有效的措施，食品生产商是控制食品安全的第一道关，强调企业的

社会责任当然是题中之义。2我国2009年所制定的《食品安全法》首次规定了食品

安全员制度。3在最近的《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中也着重强调了企业

是“第一责任人”，同时规定了食品安全员的任职资格制度，具体内容包括：国家

建立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职业资格制度，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会同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制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配备专职或者兼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当建立食品从业人员培训制度。食品从业

人员经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从业人员培训考核管理办法由国务院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制定。4

该项制度虽然是一种创新，但对于食品安全监督员的产生、任命、职责和地位

等却没有详细的规定，有关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制度的设计仍然不够完善，而韩日两

国在食品安全从业人员的制度设计相对较为成熟，可引以为鉴。

1.    具体分析参见刘亚平：  《走向监管国家 —— 以食品安全为例》，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年 5 月
第 1 版，页 1-24。

2.    See Tacy Katherine Haas, New Governance: Can User-Promulgated Certification Schemes Provide Safer, 
Higher Quality Food ?  68 Food & Drug L. J. 77, 78 (2013).

3.     《食品安全法》第 27 条和第 32 条。
4.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 35 条。沈思宇（责任编辑）：  《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食 品 安 全 法（ 修 订 草 案 送 审 稿）》， 资 料 来 源：http://www.legaldaily.com.cn/executive/
content/2013-10/30/content_4973235_4.htm；更新时间：2013 年 10 月 30 日 09:17:25；访问时间：
2013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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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韩国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设置的经验

我国对于食品安全的规制主要是强调政府的职能，而对于企业的相关作用所言

不多，对于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设置需要借鉴域外经验，以加强自身对于食品

安全的监督管理。而日本、韩国的食品安全法则特别强调企业、个人的作用，形成

了独特的经验，值得借鉴。

（一）日本、韩国食品卫生监督员制度的介绍

1. 食品卫生监督员的性质

日本《食品卫生法》第30条规定：为了行使第28条第1款规定的职员职权，履

行食品卫生的相关指导职务，厚生劳动大臣或都道府县知事等应当从其职员中任命

食品卫生监督员。5根据日本食品安全相关法律的规定，日本的食品卫生监督员分

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家的食品卫生监督员，由厚生劳动省从其职员中任命，主要

负责进口食品的卫生问题，同时负责对地方厚生局的综合卫生管理制造过程的承认

等业务；一部分是地方的食品卫生监督员，由都道府县知事、保健所政令市市长、

特别区区长从其职员中任命，主要负责对各自治体辖区的营业设施进行监督指导

（参见表1）。6

表1 　日本食品卫生监督员种类7

国家的食品卫生监督员
都道府县的食品卫生监

督员
保健所政令市、特别区

的食品卫生监督员

工作场所
厚生省劳动厅舍

检疫所

都道府县厅舍
保健所

市场检查所

保健所政令市厅舍
特别区厅舍

保健所

任命者 厚生劳动大臣  都道府县知事
保健所政令市市长

特别区区长

主要职务
对进口食品进行监督

指导
对营业设施等进行监督

指导

无独有偶，韩国食品卫生监督员也具有公务员的身份。韩国《食品卫生实行法

令》第16条第2款规定：依照《食品卫生法》第1项的食品卫生监督员由食品医药品

5.      王贵松：  《日本食品安全法研究》，北京：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 1 版，页 247。
6.      参见王贵松：  《日本食品安全法研究》，北京：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 1 版，页 83。
7.      参见王贵松：  《日本食品安全法研究》，北京：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 1 版，页 84。



30

科技与法律 2014 年第 1 期

安全厅长（包括地方食品医药品安全厅长），市、道知事或者市长、郡守、区长在

属于下列各号中任意一号的所属公务员中任命。8

从韩日两国设置食品卫生监督员的实践来看，都强调政府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管

责任，这与传统行政法的思路如出一辙。事实上，在市场的监管过程中，政府的地位

和责任不容置疑，即使规制主体多元化的今天，政府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食品卫生监督员的任职资格

依照日本《食品卫生法施行令》第9条关于食品卫生监督员的相关规定，卫生

监督员的任职条件至少应当包括下列4个之中的一项：(1)在厚生劳动大臣所登记的

机构中培训并修完相关课程；(2)医师、牙科医师、药剂师或者兽医；(3)在大学或

者专业学校中修习过农艺、水产等特定的课程并取得毕业证；(4)具有营养师身份的

并有两年以上的执业经验。9

依照韩国《食品卫生施行法令》的相关规定，食品卫生监督员具有公务员身

份，并且由相关行政长官在具有下列资格的人员中任命：(1)食品技师、卫生师等高

级技师；(2)受过专门训练，或者从事医药学、化学、农学、水产学、生物学或者取

得一定资格的人员；(3)在国外获得国内所认可的专业技师执照，并由食品药品厅长

认定合格的人员，并且要具有一年以上的从业经验。10

食品安全是专业性较强的行业，涉及化学、医学、人体和健康等多种专业知

识，没有相关背景，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即使充当了食品安全的监督人员，也不

能胜任这样的工作。两国对于食品安全监督人员的设置都是从具有相关背景并且经

过专门培训的人中选拔产生，而且要求具有相关的从业经验。我国虽然对于食品安

全监管人员的遴选资格有相关的要求，但是并没有像韩日两国一样做出细致的规

定，既没有要求相关的专业背景，也没有关于从业经验的要求，关于这一点后文将

有详述。

3. 食品卫生监督员的职责

根据日本《食品卫生法》中第30条第2款和第3款的相关规定，食品卫生监督员

受其任命者的监督指导。都道府县知事等必须根据都道府县等食品卫生监督指导计

划的规定，对食品卫生监督员进行监督指导。厚生劳动大臣应根据进口食品监督指

导食品监督指导计划的规定，要求食品卫生监督员监督指导食品、添加剂、器具和

8.   参见王霓霓、林伟（主编）：  《韩国食品安全法规标准汇编》，北京：中国质检出版社、中国标准出版
社 2012 年 4 月第 1 版，页 51。

9.      参见王贵松：  《日本食品安全法研究》，北京：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 1 版，页 269。
10.   参见王霓霓、林伟（主编）：  《韩国食品安全法规标准汇编》，北京：中国质检出版社、中国标准出版

社 2012 年 4 月第 1 版，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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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容器的进口。11

根据韩国《食品卫生法施行令》第17条的规定：食品卫生监督员的主要职务是

督导相关法令的执行；对进口产品进行监督和管制；监督管理虚假标识和广告；检

查从业人员的健康状况；检查食品业的相关设施状况，没收、扣押违法经营的产

品；确认行政处分的执行等。12

从两国监督员的职责来看，主要是负责食品安全的监督指导工作，韩国的食品

安全监督员还负责对相关人员的教育。监督员的工作跟监督员本身的性质是一致

的，监督员属于国家公职人员，其所履行的职能当然是以监督为主，其实质是行政

人员的技术岗位。

（二）食品安全监督过程中的半官方性质监管人员13

1. 半官方性质的食品安全监督人员的设置

根据日本《食品安全基本法》的相关规定，食品安全委员会依据食品影响健

康评估的结果对相关行政机关就应该采取的对策进行报告，听取食品安全的意

见、要求等，推进实施食品安全的政策，食品安全委员会建立了“食品安全监督

员(Monitor)制度”。主要依靠470名食品卫生监督员来收集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对

食品安全的意见。14日本食品安全委员会设置食品安全监督员。由食品安全监督员

负责收集信息并向食品安全委员会报告，然后由委员会送交相关部门，为食品安

全政策提供参考。为了配合食品卫生监督员发挥作用，法律要求乳制品、添加剂

等制造业配备食品卫生管理员，但是，食品卫生管理员是企业任命的，不是公务

员。152003年修改《食品卫生法》时，强化了食品卫生管理员的权限和作用，该法

规定食品卫生管理员应当向营业者陈述必要的意见，营业者应当尊重食品卫生管理

员的意见。应该说，由企业的食品卫生管理员进行自我监督，再由国家的食品卫生

监督员进行外部监督，是合适的。企业从自身长远利益出发，应该乐于接受自己内

部的监督。这种机制有助于实现食品安全的目标，亦有助于提高行政监管的效率，

11.  参见王贵松：  《日本食品安全法研究》，北京：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 1 版，页 83-84；
关于日本《食品卫生法》第30条第2款和第3款的完整译文，参见王贵松：  《日本食品安全法研究》，
北京：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 1 版，页 247-248。

12. 参见王霓霓、林伟（主编）：  《韩国食品安全法规标准汇编》，北京，中国质检出版社、中国标准出
版社 2012 年版，页 51。

13. 所谓半官方性质，是指政府从有专家背景和行业协会中选任的监督员，没有公务员的身份，但是承
担了一定的监管职能。

14. 参见王贵松：  《日本食品安全法研究》，北京：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 1 版，页 154。
15.   参见王贵松：  《日本食品安全法研究》，北京：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 1 版，页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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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行政成本。16

韩国《食品卫生法》中关于半官方性质的消费者食品卫生监管人员主要包括食

品卫生监督员和市民食品监查人员。其中消费者食品卫生监督员是由食品药品安全

部门的行政首长在所登记的消费团体的任职人员中选定，由该团体所推荐或者对食

品卫生知识有所了解的人选拔并进行委任。17市民食品监查人则是由食品药品安全

部门的行政长官在登记的消费团体、非盈利民间组织团体和相关食品学科的专业

研究人员中进行选拔和委任。这实际上体现的是专家、行业协会和政府的共治模

式。18

虽然日本的食品卫生监督员、食品卫生管理员和韩国的消费者食品卫生监督员

都是来自于民间，但是韩日的监督员并不完全一致。日本食品卫生监督员是设在食

品安全委员会之下，具有半官方的性质，卫生监督员也主要向食品安全委员会报告

工作；但是，食品卫生管理员是完全由企业委派的，不具有半官方的性质。韩国消

费者食品卫生监督员来自于登记的消费者团体，但是却由食品医药品安全厅长、

市、道知事或市长、郡守、区长根据法律、法令进行委任，因此就具有半官方的性

质。韩国跟日本的不同之处在于：韩国并不像日本一样有由企业任命的监督员，而

是只有半官方性质的监督员；韩国市民食品监督员由消费团体、民间非营利机构或

者食品安全相关专业的学校推荐，而后由政府进行任命，不但具有专业型和一定的

代表性，而且由政府任命具有半官方的性质。

2. 半官方性质的食品安全监督人员的职责

日本食品安全监督员的职责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食品安全委员会劝告相关行政

机关一定事项后，报告期监督的结果；提供其收集到的食品安全危害的信息；报告

针对食品安全行政的意见和食品安全的调查结果；出席地区内召开的食品安全监督

员的会议。19虽然日本食品卫生管理员是由企业任命的，完全来自于民间，但是由

于食品卫生管理员对食品安全监督员起到了补充作用，所以，在说明食品安全监督

员的职责的同时也应当包含有食品卫生管理员的职责。日本食品卫生法中有关于食

品卫生管理员职责的相关规定，其职责主要是：监督食品生产企业的加工和制造；

监管生产设施，并说明必要的理由，防止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并对相关的违法行

16.    参见王贵松：  《日本食品安全法研究》，北京：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 2009 年版，页 85。
17.     参见王霓霓、林伟（主编）：  《韩国食品安全法规标准汇编》，北京：中国质检出版社、中国标准出

版社 2012 年 4 月第 1 版，页 26。
18.       参见王霓霓、林伟（主编）：  《韩国食品安全法规标准汇编》，北京：中国质检出版社、中国标准出

版社 2012 年 4 月第 1 版，页 27。
19.    参见王贵松：  《日本食品安全法研究》，北京：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 1 版，页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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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行处理。而经营者必须尊重食品卫生管理员所提的意见。20

韩国的市民食品监督员的主要职责是对产品的设施、标识以及品质进行检查，

劝导营业者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韩国《食品卫生实行法

令》中关于市民食品监督员的职务的规定是：检查进口、销售或者使用的食品；检

查食品生产者所生产的食品或者进口的食品是否符合相关的标准；查封虚假标识的

食品；检查食品生产的设施和食品生产人员的健康状况是否符合标准；对食品卫生

相关的人员和公众进行教育。我国对于食品卫生的公众参与中恰恰缺少了教育环

节，应当采纳韩国这一做法，对公众进行教育。21

（三）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民间监管人员

日本完全民间化的食品监管人员只有食品卫生促进员，其用意在于贯彻国民健

康至上、科学与民意至上的基本理念，日本食品安全相关法律中对于食品卫生促进

员的规定只有一个比较原则性的条款。为了防止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改善食品卫

生状况，向食品的生产经营者提供更好的帮助，根据日本《食品卫生法》第61条的

规定，各地方自治团体可以聘请有一定社会威望、热心食品事业并富有见识的人员

担任食品卫生促进员。食品卫生促进员的主要职责是向食品生产经营者提供建议，

协助各地方自治团体实施相关食品安全的政策。22从本条来看，日本食品卫生促进

员的主要职责是协助政策的实施，并向企业提供建议；设置食品卫生促进员的目的

是改善食品卫生状况，为食品事业者提供建议、指导和帮助。

三、域外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从韩日的实践经验来看，在食品安全的规制过程中，共出现了四种类型的主

体：政府、行业协会、专家和个人。而韩日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能得到较好的解

决，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规制过程中主体的多元化和公开透明的规制程序。

（一）传统行政法模式无法解决当今的社会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依靠自身已经无法完成社会治理的任务，传统行政

20.    日本《食品卫生法》第 48 条第 3 款、第 4 款，完整译文参见王贵松：  《日本食品安全法研究》，北京：
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 1 版，页 253。

21.   参见王霓霓、林伟（主编）：  《韩国食品安全法规标准汇编》，北京：中国质检出版社、中国标准出版
社 2012 年 4 月第 1 版，页 52。

22.    参见王贵松：  《日 本食品安全法研究》，北京：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第 1 版，页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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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模式—“传送带模式”、“专家模式”23—都无法很好地解决当今社会中

频繁出现的问题。传送带模式虽然强调了民主性，最大程度地限制了行政权的滥

用，可是在行政范围极度扩张的今天，已经由原来的消极行政发展成了积极行政，

单纯依靠立法—执行模式，已经无法起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作用。专家

模式虽然强调了专业性，但是其缺陷也是很明显的—专家很容易被利益所俘获，

从而侵害公民的权利。两种模式的失败导致了“利益代表模式”的出现。24现代行

政中，由于生活中的状况瞬息万变，社会治理工作的繁杂，加之利益的多元化，做

出行政行为时自由裁量就成为必不可少的程序，传统模式下，对于行政权的规制就

显得苍白无力。上文中提到的利益代表模式虽然试图在各种博弈中寻求平衡，但是

似乎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决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二）行政法自身的发展导致了行政主体的多元化

从全球范围内看，分散的国内规制和监管措施越来越难以应对层出不穷的问

题，各种跨国规制体系或者规制合作的系统得以建立，同时由私人性质的国际标准

制定机构以及各类的企业、非政府组织的规制就变得越来越重要。25

从国内范围来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行政的维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

福利国家时代的消极行政变成了今天行政国家时代的积极行政，小政府不再是好政

府。不越权、不越位、不缺位的政府才是好政府，但是，面对日益庞杂的社会治理

工作，政府本身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例如食品安全的规制，食品安全领域涉及到

化学、医学、人体和健康等诸多专业性的知识，行政机关要想依靠自身有限的资源

和能力对食品安全实现较好的规制，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能力、经验和资

源，很明显，没有任何一家行政机关具备这样的素质，而且，从成本—收益的角

度分析，也无法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26

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任何的科学都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单纯依靠任何一方

或者几方的联合都难以在规制中达到好的效果，因此，“利益代表模式”从一开始

就受到了质疑。对于风险的承担者—公众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决策过程，

由公众根据自身的需求和标准对事物的风险和价值做出判断，再由公众自己来承担

23.    具体介绍参见〔美〕理查德 ·B. 斯图尔特：  《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页 12-15。

24.   具体分析参见〔美〕理查德 ·B. 斯图尔特：  《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页 67-140。

25.    参见〔美〕本尼迪克特·金斯伯里、尼科·克里希、理查德·B. 斯图尔德：  《全球行政法的产生 （上）》 ，
范云鹏译，毕小青校，《环球法律评论》2008 年第 5 期，页 117，117-128。

26.    参见高秦伟：  《私人主体的行政法义务》，《中国法学》2011 年第 1 期，页 164，164-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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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和成本。风险社会中，尤其食品行业这样高风险的行业，政府的规制根本无法

防范其可能发生的风险，只能依靠企业、消费者自身通过自律或者合作的方式来规

制；另外，企业为了取得较好的声誉，取得公众的信任，也愿意通过自我规制或者

合作的方式来规制风险。27所以，在我国修订食品安全法的过程中，尤其制定食品

安全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以及产品标准过程中，应当公布标准制定依据，公开

标准制定的程序，使公众明晰标准制定的整个过程。

（三）公众的参与—科学的民主化

公众参与的过程就是科学民主化的过程。所谓科学的民主化是指既涉及到行政

决策中对专家与科学知识的尊重，也涉及到让外行参与到研究、科学论证的过程中

来的问题，通过公众参与解决科学的争议问题。这是科学对社会的嵌入，也是公众

对科学作为社会子系统与政治、经济、法律、大众传媒互动的一种回应。28

在食品安全领域，公众和权威的冲突在于，权威专家或者政府认为科学的客观

性可以用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而公众所担心的是当科学与利益、价值观相冲突

时，应当如何进行决策。一直以来，政府或者权威很少让公众参与决策的过程，但

是，决策一旦失败，其后果却是由公众来承担，这不符合自然正义的原则。既然如

此，就应当设定程序以保证公众对于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和知情权，其目的在于保

障科学的民主化和民主的科学化。

参照韩日两国，其食品安全规制制度是以科学为基础、以风险分析为理念，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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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政府规制与行业自律的结合，从而努力建立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体

系。以这样的理念来指导我国食品安全的规制实践，应当将科学民主化。

2009年我国第一届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共

邀请了国内42名专家来分析和预测国内食品安全已经存在和可能存在的风险，遗憾

的是，这次会议并没有邀请公众参与。如此一来，由科学发展本身的局限性和检测

手段的有限性所带来的风险无法予以民主化，对于专家论证会的结果，公众难以接

受以致产生恐慌。29

前文已述，所谓科学的民主化，是要求公众参与到科学的过程中来，民主依赖

27.     参见高秦伟：  《私人主体与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基于合作规制的法理》，  《中外法学》2012 年第 4 期，
页 721，721-741。

28.     参见高秦伟：  《科学民主化：食品安全规制中的公众参与》，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 年第 5 期，
页 7，7-13。

29.       参见高秦伟：  《科学民主化：食品安全规制中的公众参与》，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 5期，
页 7，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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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众的参与，因信息的交流而实现。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目的并不在于让普通公

众变成专家，而是通过外行与专家之间的交流对话，从各种视角了解与理解行政决

策事项的本质，呈现行政决策事项所涉及的种种问题，尽可能消除公众对面临风险

的种种疑虑，避免以偏概全。30由此可知，科学的民主化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设立

有效的程序，在决策过程中使专家和民众互动，尤其是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包括

企业。

首先，在风险评估的过程中，公众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同时担心国家权力的滥

用，极容易陷入恐慌，这就要求建立由专家、公众、企业、政府等主体组成的多元

评估模式，进行公开透明的辩论，说明和沟通，以缓解公众的恐慌，也使得专家的

专业性得到更有效地发挥。

其次，要进行有效的风险交流。将食品安全中出现的问题向公众充分说明后，

由公众向专家提问，专家进行答疑。现代通讯网络发达，为风险交流提供了有力的

平台。

最后，是科学与民主决策的过程。行政决策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既要充分

考虑风险评估的结果，又要全面考量其他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的关系，在此基础

上形成科学合理的政策。

在此过程中，企业的参与尤为重要，企业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整个生产

和销售过程都有企业的参与，因此必须要有企业的代表。而企业参与的主要方式就

是监督员制度，设计有效的监督员制度是企业参与最良好的途径。

四、中国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制度设计

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规制体制耗费诸多公共财力与人力，但是效果仍然不明

显。因此，此次修订《食品安全法》引入食品安全管理员的制度，特别强调食品生

产者的责任，31从而实现规制者与企业之间的合作。32参照日韩两国的制度，我们认

30.     参见高秦伟：  《科学民主化：食品安全规制中的公众参与》，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 年第 5 期，
页 7，7-13。

31.   具体分析可参见李静：  《谁是第一责任人？— 由三鹿事件看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的制度困境》，《中
国减灾》2008 年 12 期，页 40，40-41；李佳伦：  《食品安全责任中的企业责任分析》，《法律适用》
2013 年 9 期，页 33，33-37。 

32.    参见史建文、马军、齐培潇：  《企业责任与监管机构的博弈分析 — 基于乳制品企业的行为分析》， 
《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11 年第 2 期，页 31，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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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食品安全管理员制度需要从人员的任职资格、职责和制度运作上设计。33

首先，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是专职负责食品安全

的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资格。日韩食品安全的管理人员一般都要具备一定的学

历、相关的专业背景和一定期限的从业经验，然后经过正规的培训，获得资格证书

后，才可以担任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职业资格应以法律或法规

的形式进行明确的规定，可以采取行政许可的方式来设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在获

得许可后，可由相关企业聘请或者由相应的事业单位任命。也正因如此，日韩的食

品安全管理人员都具有公务员的身份，代表政府对企业实施监管。因此，我国在食

品安全管理人员的相关资格设定中，也应有相关规定。例如，应当要求食品安全人

员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且应当具有食品专业、农业、渔业或者是医师等相关专业背

景，同时要求在食品行业或相关行业具有两年以上的从业经验。最重要的是要通过

国家所设定的相关的资格考试，并取得证书，然后由食品监督部门颁发许可证，方

可从业。

其次，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主要职责。从日韩的经验来看，两国的食品安全管

理人员的主要职责是督导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执行；检查企业生产、运输、销售过

程中的食品安全状况；对企业中相关的执业人员进行教育和训练；检查检验进口产

品的食品安全；负责收集有关食品安全的信息，并上报有关部门，由有关部门进行

通报；参加食品安全调研、考察、报告会，并向会议提出与自己相关的食品安全的

意见或建议等职责，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向相关企业或者部门提出建议的，相关部门

应当尊重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所提建议，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整改，不得推诿或者报

复。我国关于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也应当有上述职责的规定，并应当规定不履行职责

的法律后果。

最后，是企业中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相关制度的运作。法律应当规定：一定规模

以上的食品企业必须按照相应的标准配备专职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只有小企业才

可配备兼职的管理人员，否则，视为违法经营，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并处以相应罚

款。为了防止食品安全人员制度流于形式，应当规定食品安全人员的年检制度和定

期报告义务。有违法行为的相关食品安全人员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应当

追究刑事责任。

当然，除了以上的具体制度设计之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我国的食品企

33.       参王贵松：  《我国食品安全员制度设计仍待完善》，载《中国食品报》2013 年 11 月 27 日，第 A3 版，
资料来源：http://www.cnfood.cn/dzb/shownews.php?id=16890，更新时间：2013 年 11 月 27 日；访问
时间：2013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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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目前在食品安全规制中大部分处于被动的状态，大部分食品安全的监管主要由政

府部门推动，对企业的约束以处罚为主要手段，政府管理部门和企业主要扮演了

“猫与老鼠”的角色。34由于缺乏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参与，很多食品安全管理

的制定缺乏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而从日本、韩国等国家情况来看，许多的食品安全

管理措施均是由生产企业提出的。这对于将所有的生产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纳入食

品安全管理的框架下非常重要。中国一方面要转变理念，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之间

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培育行业协会，让行业协会将分散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规范

起来。第二，要建立企业责任制度，必须配套建立相应的社会诚信机制。现阶段常

见的易造成食品安全隐患如食品标签混乱、企业条码滥用等现象的产生，除了与一

些不法生产者投机营利有关，也说明社会诚信出了问题。因而需要将社会诚信纳入

到企业责任的制度构建中来。第三，要建立企业责任制度，重在落实，而关键在于

企业要正确意识到责任的重要性，要建立一种透明的机制让公众获取相应的信息，

从而维护公众对企业的信心。

五、结语

食品安全规制问题是技术问题，更是法律问题，要结束在食品安全规制上

“五龙治水”的局面就不能单依靠政府的力量。政府和市场、企业、民众、专

家不应是“猫鼠”的关系，而是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共同治理社会和国家的关

系。35行政主体的多元化已然成为了趋势，中国应当跟上时代的步伐，进而引领

世界的潮流，真正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放权于市场和民间，让市场成

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

34.    参见朱翔：  《企业责任与消费者安全管制》，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3
期，页 46，46-49。

35.   See  Steven  P.  Croley & John D. Hanson, Rescuing the Revolution: The Revived Case for Enterprise 
Liability, 91 Mich. L. Rev. 683, 683-797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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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ope with food safety risks and further exert the main body 
responsibility of enterprises, it seems to be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establish a system of 
food safety supervisors within enterprises. Although China has adopted this system in its 
Food Safety Law enacted in 2009, the provisions are too general to be applied. Currently, 
the revision of China’s Food Safety Law is near at hand and Recent Food Safety Law 
(revised draft for examination) has prescribed the qualification of food safety supervisors. 
However, the provision still need to be further detailed in that field as well as the 
responsibility of food safety supervisors. The systems of food safety supervisors in Japan 
and in Korean are both relatively mature and therefore worth learni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backgrounds and operational models of these two system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ystem of food safety supervisors in our Food Safety Law. 

Keywords: Food Safety; Regulation; Food Safety Supervisors; Main Body Responsibility 
of Enterpri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