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书记这样说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2016年 12月 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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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要严字当头，严
谨标准、严格监管、严厉处罚、严肃问责，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来抓。要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加强统
一性、权威性。要从满足普遍需求出发，促进餐饮业提高安全质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监管从危

机应对转变为风险监测、风险评估常态化，这一定程度

上可避免一些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第十一

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盐城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沈

进进对此深有体会。

“我们会在食品的生产、流通、销售环节，对各级各

类食品分层分类采样，监测其微生物、重金属、农药兽

药残留、添加剂等指标，通过监测也发现过一些可能存

在的食品安全风险，抓住了食品安全风险预警的主动

权。”沈进进说，江苏盐城市东临黄海，很多市民有生食

海鲜的习惯。工作人员对当地海产品取样监测发现，

部分小螃蟹体内有肺吸虫、海鱼体内有异间线虫。随

后，他们将此结果上报，后来异间线虫、肺吸虫、肝吸虫

等，纳入了江苏的食源性寄生虫监测体系。

此外，沈进进他们也在各级各类医院，对腹痛、腹

泻病例进行抽样检测，对可能发生的食物中毒等食品

安全事件的潜在风险进行预警。

吴林海课题组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我

国全国范围内基本形成了国家、省级、地市级和县（区）

级四层架构组成的立体化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网络，风

险监测品种涉及粮食、蔬菜、水果、水产品等百姓日常

消费的 30 多大类食品。全国约有 9780 家二级以上医

院被确定为食源性疾病监测哨点医院，覆盖了所有省、

地市和 98%的县级行政区域，同时建立了国家风险监

测、食物消费量、毒物、食源性疾病等数据库。

食品安全标准是判定风险和监管执法的重要依

据。据吴林海课题组统计，截至 2019年 8月，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达到 1263项，基本覆盖所有食品类别和主要

危害因素，初步构建起符合现实国情的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体系。

抓住主动权
密织立体化
风险监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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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治理，2013 年初，中央启动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目前，食品安全监管新体制

基本实现了由‘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监管

模式向相对集中监管模式的转变，由原来的‘九龙治水’

转为由市场监管局集中监管，监管力量特别是基层监

管力量从无到有并得到增强。”吴林海举例说，广西壮

族自治区通过探索统一设置机构的做法，基本形成了

覆盖城乡、统一权威的食药安全监管机构体系；辽宁自

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推出“16+X”集成化监管执法，组

建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机构，填补了食品安全监管环节

“真空”地带。

区域间的联防联治也织就了食品安全监管网。

2019 年，长三角三省一市市场监管部门共同签署《长

三角地区市场体系一体化建设合作备忘录》，初步形成

“重点领域联管、监管执法联动，市场信息互通、标准体

系互认”的一体化协作机制。

食品安全既是“产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目前，

食品安全违法成本过低的状况已逐步改变，严惩重处正

成为基本理念。2018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共完成24.9

万批次国家监督抽检任务，下架封存、召回不合格食品

693吨。全国共查处食品违法案件29.97万件，捣毁违法

生产窝点360个，查处假冒伪劣产品案件129万件。

加大治理力度
对违法行为
严惩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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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南京财经大学校长程永

波关注我国食品安全发展多年，2019 年两会

期间，他就曾提出在努力提升国内粮食生产

能力、稳定粮食自给水平的同时，高度重视国

际粮食供给渠道与国际粮食物流通道建设。

程永波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

务院本着执政为民的理念，将食品安全提到

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不断完善食品安全法

律法规的基础上，制订了《“十三五”国家食品

安全规划》，全面实施食品安全战略，推进监

管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和依法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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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地促进了我国食品

产业发展和健康中国建设。

法律先行、依法治食。党的十八大以来，

两次修订食品安全法，理顺了监管体制，明确

了各个监管部门的职责，规定食品安全可全

程追溯、农作物禁用剧毒高毒农药，并对不合

格食品赔付、婴幼儿食品管控、虚假广告责

任、保健食品违法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进

行了明确的法律规定。

如何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科技

为食品安全保驾护航。目前，南京财经大学

正和浙江工商大学管理工程与电子商务学院

等单位合作，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支持

下，研发大数据驱动的全景式食品质量安全

云决策公共服务平台。该平台通过离子迁移

谱、拉曼（红外）光谱、激光辅助电离—飞行时

间质谱等快速图谱数据，来监测食品从生长、

初加工、深加工、流通、消费等诸多跨时空环

节的信息，掌握食品的“前世今生”。通俗的

说，奶牛吃的草里是否有农药残留、重金属，

牛奶里是否有激素，动物蛋白的含量、结构等

都可以用数据呈现，让消费者可以明明白白

消费。如今，项目已完成相关的理论研究和

原型系统的搭建。

“下一步，还需利用信息化技术、食物安

全风险大数据预警技术，实现食品全产业链

安全监管；需要研发适用于不同食品品类的

便携式、便捷化的食品检测工具，方便群众购

置使用。”程永波说。

“建议在依法治理

食品市场、政策引导食

品安全、科技助推食品

产业的同时，由国务院

食品安全委员会牵头，

在 全 国 食 品 行 业 各 领

域全面实施‘放心食品’

行动计划，将‘放心食

品’办成民心工程、科

技工程、人才工程和产

业工程，让群众放心消

费 ，让 内 需 稳 健 扩

大 。”程 永 波 表 示 ，他

心 中 的 食 品 安 全 的 美

好愿景是，食品企业恪

守安全标准，食品检验

检 测 机 构 具 有 独 立 的

专业精神，广大群众可

以信赖食品企业、信赖

专业机构，放心消费、

快乐消费。

程永波委员：

科技让消费者吃得更安心

金 凤

保障食品安全，法治是根本。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修订后的食品安全法正式实

施。在江南大学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吴

林海看来，这部被称为“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不仅

明确规定了食品安全工作实行社会共治，而且确立了

风险治理的理念，实现了由食品安全监管向食品安全

风险治理的巨大转变。

2018 年 12 月 29 日，食品安全法再次修订。2019

年 12月 1日起，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对公众

关切的餐具饮具集中消毒，网络食品交易、转基因食

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特殊食品及食

品广告的管理等问题作出了回应。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理念

加速从食品卫生向食品安全转变，在很短时间内实现

了法律规范体系的快速改革和迅速完善，无论是从法

律规范的制修订速度，还是数量方面均实现了突破式

发展。”吴林海说。

据不完全统计，2013 年到 2018 年上半年，国务院

共制定修订了 11个有关食品安全的行政法规；制定修

订与食品安全相关的 24 个规范性文件。国家有关部

门制定修订了 40 个食品安全规章，发布了 170 个规范

性文件，涵盖了“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

全过程。

长期从事食品安全研究的中央农办、农业农村

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周应恒表示：“近

年来的食品安全管理，更突出社会共治，更加强调

政府、消费者、媒体、经营主体与行业组织的共同参

与治理，伴随着自媒体的发达，信息公开程度的提

高，这种社会共治格局，可对政府管理提供有效的

补充。”

法律规章涵盖
食品安全风险
治理全过程

这两天，在江苏镇江市句容戴庄村的田头，用优质技术培育的水稻秧苗刚

刚铺满 1000亩的土地。有些秧苗已经进入分蘖期，长势喜人。

“我们用醋糟发酵的有机肥做基质，再把稻种在 60℃的温水中浸 10 分钟，

随即放入冷水降温，由此以来，水稻即使不用化肥农药，也不易得稻瘟病、恶苗

病、立枯病、线虫病 。”对于年近八旬的农业科技专家赵亚夫来说，帮农民种出

安全、高产的庄稼，从源头把关米袋子、菜篮子，是他一生的追求。

食品安全首先是“产”出来的，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是食品安全的重要内

容和基础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食品安全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不断完善食品

安全各项政策法规，创新监管机制，强化监管手段，严防严管严控食品安全风

险，逐步建立起“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数据显示，2019 年下半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对 3673579 批次食品样品进行了

抽检，总体不合格率为 2.2%，比 2018年同期下降 0.2个百分点。

严把每道防线严把每道防线
确保舌尖上的安全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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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食品安全工作虽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但这些难题正被新技术手段一点点攻克。随着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应用，食品监管领域的智慧升

级，为老百姓的餐桌筑起一道安全防线。

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构建了智慧的市

场大脑——智慧监管云中心，该中心以“互联网+大

数据应用”为核心，建成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

防、责任可究、绩效可评、公众可查的市场监管信息

化体系。在云中心的基础数据建设中，汇集了市场

主体信息、动态监管信息、检验检测结果、风险预警

监控等关键数据，利用大数据分析可以发现食品安

全热点，评估风险。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正

在深入推进江苏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平台和食品生产经

营电子追溯系统建设，7000 余家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

被纳入电子追溯管理，食品生产经营电子追溯系统覆

盖 4000余家企业、30大类食品。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建成了食品中非食用

物质、兽药残留高通量智能筛查平台，实现对多残留物

质、多目标化合物的靶向筛查，一次前处理可满足 900

余种农药化学品的高通量智能定性筛查和 480余种农

药化学品的精确定量检测。同时建立了非法添加化学

物质的高通量筛查库，有效监控近 300个目标化合物。

“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发挥中国

特色的制度优势，落实党政同责与食品安全属地管理

责任的同时，释放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特殊作用，遵循

四个“最严”原则，中国的食品安全将逐步走出具有自

身特色的治理道路。

新技术手段
筑牢百姓餐桌

安全防线

太原市杏花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一家餐饮太原市杏花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一家餐饮
企业内检测蔬菜农药残留企业内检测蔬菜农药残留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柴婷柴婷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