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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preface

　 　 本书是作者法学博士研究期间的成果。 作为欧盟食品法项目 Lascaux

的一部分研究, 其完成于法国南特大学。 该欧盟食品法项目 Lascaux 由欧

洲研究委员会 (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根据欧盟第七框架计划

(FP7 / 2007—2013 ) 提 供 资 金, 可 查 询 第 230400 拨 款 协 议 ( Grant

Agreement NO. 230400), 其研究意义在于梳理有关食品安全和粮食安全

的法律理论体系。 经过多视角的分析和研究, 本研究发现, 目前法律研究

中还没有独立的食品法研究。 之所以存在这一问题, 首先是因为其所涉及

的内容, 例如农业 (如生产)、 工业 (如运输和流通) 以及健康和商业

(地理标志和消费) 都遵循不同的逻辑。 其中, 每一项内容的目标都不相

同, 且都不是为了保障人类的粮食安全。 在这个方面, 无论是已有的乡村

法还是农业法都没有把粮食安全视为本法的核心内容。 诚然, 粮食安全的

保障可以通过农业的发展、 农业原料的自由流通以及生产者利益的保障得

以实现。 但是, 农业法并没有从安全的视角加以定位, 换言之, 农业法并

没有重视保障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充足、 营养平衡、 健康和可自由选择的

食物。 作为规范生产和大规模流通的商法, 其目的在于保障利润和增加边

际效益。 遗憾的是, 商法和消费者保护法都没有关注那些没有食物获取途

径的人如何果腹。 相反, 他们所保障的是为那些有途径为自己或者家人获

取充足食品的人。

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是, 一方面, 食品法相关的内容都分散在不同的法

律部门中, 且每一个法律部门都有各自侧重的法律目标, 以至于并没有一个

共享且予以优先考虑的目标确保每一个人的粮食安全。 另一方面, 如果要弥

补上述不同法律部门在食品立法上的缺陷, 则需要通过一部食品法来确保食



品供给的目的在于保障粮食安全, 或者说实现食物权。 然而, 即便现有法律

部门的分割状态阻碍了构建一个以安全保障为目的的食品法理论, 但至少还

可以通过研究强调如何确立这一新的法律理论的目标, 即食品法的目标所

在。 对此, 食品法关注粮食安全这一目标, 但是, 其所保护的依旧是相对富

裕的主体, 而以食物权为目的的法律应该同时关注并不富裕的主体。

就欧盟来说,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 2002 年 1 月 28 日第 178 / 2002 /

EC 号有关食品法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定、 建立欧盟食品安全局以及与食品

安全事务相关程序的法规》 被视为欧盟的食品法。 该法律的第五条规定:

第一, 针对高水平的生命和健康保护以及消费者的利益保障, 食品法应该

确立一个或多个基本目标, 包括食品贸易的公平交易和在适宜的条件下考

虑动物的健康和福利、 植物的健康和环境; 第二, 依据本章规定的原则,

食品法应该确保成员国内生产和销售的食品和饲料可以在共同体内自由流

通。 从其本质来说, 欧盟食品法的目标既涉及健康保护也涉及自由贸易这

一经济目标。 无论各成员国是否有具体的条款阐述这一双重目标, 各国的

法律实务都涉及这两个相互关联的目标。 对此, 一方面, 食品必须是安

全、 无害、 健康的; 另一方面, 其也应该从经济上确保该食品的可获得

性。 实现上述目标的手段是多元化的。 正是基于这一内容, 本书通过美

国、 欧盟和中国法律的比较研究, 探讨国际食品安全规制的协调可能性,

这一比较的重要性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每一个食品安全规制的体系都有其亮点和存在的问题。 欧盟食

品法的制定在于应对疯牛病暴发后所引发的危机。 中国的食品安全法在于

应对由三聚氰胺事件引发的健康危机。 而当欧盟和美国通过跨大西洋贸易

与投资伙伴协议协商合作时, 也反映了区域间针对农产品和食品进行协调

的健康规制。 而目前达成的协议也是既有可供借鉴的亮点, 也有值得关注

的问题。 对此, 一些观点认为, 上述协商的框架会降低食品标准, 因为根

据所谓的等同互认原则, 会使得美国和欧盟相互认可对方标准的适用。 为

避免上述问题, 是否必须通过规则的一致性来实现协调呢? 正是在这个问

题上, 本书详细地论述并回应了这个问题。 概括来说, 其首先强调了各国

规制差异的背景和原因。 事实上, 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都有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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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的历史因素, 而这些都是立法必须加以考虑的社会背景。 在这一方

面, 本书作者通过美国、 欧盟和中国的案例研究进一步论证了上述食品法

发展中对于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的考虑。 对此, 各国在食品法演变中所制

定的规则可以为法律协调提供基础, 尤其是那些依旧具有效力的法律规则。

其次, 必须加以说明的是, 健康规则的协调仅有狭义的意义。 对于实践, 可

供协调的规则仅限于食品安全的检查环节, 而这些规则往往因地而异。 各类

感官检查和人力资源都是具有高昂成本的, 如美国通过实现大量的禽肉检

查, 欧盟在 27 个成员国内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确保 300 多个出入境口岸的安

全检查, 而在中国, 这种口岸的设置仅有 30 多个。 通过这些比较, 本书建

议通过现代化的管理系统和公私规制的合作来实现监督管理的协调。

第二, 上述的论述结构非常清晰而且论述的材料非常翔实, 特别是在

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方面。 基于此, 本书作者作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其对

中国、 欧盟、 美国的食品法认识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通过这一成果的研

究, 读者可以逐步了解其所展现的针对食品安全规制的协调路径。 就作者

的观点而言, 她认为欧盟的经验可以作为协调的范本, 尤其是欧盟通过原

则协调法律的做法。 正是因为原则的灵活性, 各国才能进一步通过规则的

差异应对本国的特殊性。 但即便如此, 原则的一致性也确立了立法和执法的

共同基础, 以至于各国的法律就有了可比性和兼容性。 通过共同原则的方式

实现协调也是因为原则本身的作用在于表述共同的价值和目标, 而对于实现

这些价值和目标则可以借助不同的方式, 以至于各国立法可以选择适合其自

身的方向。

第三, 作者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原创性。 相比较而言, 国际协调往

往借助技术规范实现最底线的一致性, 例如食品法典委员会的贡献。 但

是, 即便从技术规则来说, 其能加以协调的也仅仅只是部分内容, 正因为

如此, 作者选择了另一个视角, 即以原则实现协调的灵活性。 正如本书最

后的总结, 对于构建一个协调一致的食品法律规则, 可供借鉴的原则包括

一致性原则、 风险预防原则、 责任共担原则等。 作者对上述原则进行了一

一阐述。 对此, 也许会有人质疑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则可以用于食品安全监

管的协调, 如保障消费者信息的原则或者追溯的原则。 事实上, 法律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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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对于构建全球范围内的食品法只是第一步, 且进展并不理想。 就目前的

实践来说, 国际食品法在全球范围内的协调还主要是以食品法典委员会所

制定的技术规则为主。 相应的, 以谨慎预防为原则的法律原则并没有得到

国际条约的认可, 如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中 《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 并

没有确认谨慎预防这一原则。

第四, 对于一个比较研究而言, 美国、 欧盟和中国在制裁方面的差

异, 包括行政、 民事和刑事制裁的严苛程度都是不同的, 而这与各地的政

治背景息息相关。 考虑到中央集权和联邦制度的差异, 分权对于实体法也

有着重要的影响。 此外, 我们也必须牢记, 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管, 一国或

者一个地区的饮食文化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鉴于立法和各国执法中的差异

以及目前国际法律中的缺位, 依旧有必要进一步促进食品法在全球范围内

的协调。 因此, 本书既有关联性也有实践意义, 作为一项研究的开端, 非

常有必要继续深入下去。 需要大力肯定的是, 该著作选取了三个具有典型

性和影响力的地区为案例研究的对象, 其意义是多方面的。 首先, 通过对

词汇和概念的梳理, 让我们可以在增进了解的基础上便于进一步的沟通。

其次, 通过对各国法律的梳理, 也让读者了解到在国际食品贸易中由于法

律差异所导致的壁垒和困境。 最后, 文章的比较研究也让读者了解到地区

差异和文化差异如何加剧为了克服上述困境、 在协调各国利益中所遭遇的

阻力。 诚然, 食品法更多的是关注食品的质量, 但同时这也是一部关乎信

任的法律, 对于来自国外食品的质量信任, 消费者对于其所购食品的信

任, 等等。 如果没有了这些信任, 食品法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 鉴于此,

通过对于法律的了解有利于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 并进一步促进协调。

综上, 本著作的学术价值是值得肯定的, 包括其研究的广度、 深度和

严谨性。 通过这一研究, 作者的专业知识为于法国南特大学开展的欧盟食

品法项目 Lascaux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此时此刻, 她已经回到自己的祖

国, 并正以其专业知识为中国食品安全治理事业的发展做贡献。

François Collart Dutilleul

南特大学教授、 Lascaux 欧盟食品法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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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foreword

　 　 作为中国的一个热点话题, 对于食品安全的关注也包括了法学界在各

传统部门法的基础上对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所开展的个案研究, 并逐渐使其

具有了 “跨学科” 的特点。 而这一特点不仅是指法学研究内部的学科跨

越, 如行政法、 经济法和刑法等之间的协作, 也包括了法学与经济学、 社

会学和管理学等社会学科之间的跨越, 随后的发展也会看到自然学科在上

述研究中的一个协同作用。 值得肯定的是, 鉴于国外将 “食品法” 作为一

个独立领域法的研究经验, 国内的发展也展现了在问题导向的研究同时,

有关食品安全法律的研究与时代俱进、 与世界接轨的价值。

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话题, 食品安全规制的意义不仅在于保障国内消费

者的健康安全, 同时也涉及国际食品贸易的自由流通和全球范围内的消费

者利益保护。 正因为如此, 中国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需要符合世界贸易组

织的相关规定, 学术界有关食品安全法律的研究也需要在把握中国问题特

殊性的同时去了解食品法作为领域法而独有的 “法言法语”, 进而在推动

食品法研究的同时来加强国际层面的交流。 但遗憾的是, 结合笔者的经历

和观察, 目前中国有关食品安全法律的研究还是局限于传统部门法的视

角, 即以相关的部门法理论来解读食品安全的法制完善和法治推进问题。

在上述研究路径中, 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 由于缺乏对于食品法本身术

语和理论的认识, 相关的研究结论往往会因为没有把握食品安全法律的特点

而不具有针对性。 例如, 集体诉讼的引入是否就能化解食品安全危机呢? 事

实上, 食品安全问题不同于环境问题, 其在规模、 举证、 危害性方面都有自

己的特点。 举例来说, 一方面, 食品的消耗性会增加举证的困难; 另一方

面, 追溯制度的建立有利于确认缺陷食品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鉴于此,



在针对食品的侵权诉讼时需要考虑食品及食品安全的自身特点。 事实上, 从

最初的食品安全法到食品法, 再到食品私法这些概念的完善, 属于食品法自

己的语言也逐渐发展起来。 正因为如此, 正确使用其所有的 “词汇” 和

“语法”, 则是确保该研究在内外发展保持一致性的前提要求。

其中, 对内发展是指促进食品法在中国的发展, 而首要的工作是需要

厘清这一法律内的相关概念, 了解已有的理论, 进而在结合中国食品行业

的特点、 监管特殊需要的同时推动其在中国的发展。 目前, 已有一些高

校, 包括法学院开始建立以食品安全为中心的研究平台, 对此, 要保持不

同领域对于食品安全的跨学科交流, 有必要确立对于食品安全、 食品标

准、 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等核心概念的统一认识。 此外, 笔者之所以坚

持使用 “食品法” 而不是 “食品安全法” 也意在指出作为食品规制领域

内的一部基本法, 其不仅保障了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 也需要保护消费者

基于食品所享有的其他权利, 包括经济利益、 知情权、 选择权等。 而这也

是目前 《食品安全法》 执行中遇到的一个现实困境, 即当该法律紧紧围绕

食品安全问题时, 一些食品的掺假掺杂问题和错误标识问题并不必然对消

费者的健康构成威胁, 但其仍会误导消费者进而损害其他权益。 因此, 无

论是美国还是欧盟都采用了 “食品法” 这样一个概念以确保在食品安全监

管之上, 一并保护消费者除生命健康权之外的其他权益。 而且, 对于中国

而言, 厘清这一问题也有助于明确相关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产品质量法

在适用中的边界问题。 此外, 与食品安全密切相关的概念还涉及粮食安

全、 食品质量、 食品卫生等, 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和关联也需要作出说

明, 以便确认各自立法的不同目标和相应的规制手段, 进而形成协调一致

的食品法制及法治体系。

相应的, 对外发展是指与国际层面的交流, 在这一方面, 使用共同的

语言有利于化解国际社会对于中国食品安全规制发展的误解。 举例来说,

笔者于 2014 年审阅了外国学者有关中国食品安全法律演变的一篇文章,

其视角是通过评估中国相关部门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政策审查机制下就

食品安全相关问题提交的文件和会议记录, 进而总结中国在推进食品安全

监管中取得的进步和尚存的问题。 然而, 该作者反复提到中国在规划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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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监管机制中存在的缺乏科学性的问题。 为此, 笔者在和该作者就审议

意见的互动中指出: 中国于 2009 年 6 月 1 日实施的 《食品安全法》 业已

通过风险监测和风险评估制度奠定了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科学性。 为此,

该作者很遗憾地发现, 相关的内容并没有显示在其查阅的文献中, 但通过

核对中国业已落实的 《食品安全法》, 他认同了笔者对上述观点的更正。

对于上述内容, 国际层面就食品安全法律的规定要求以科学原则为基础,

而科学原则的直接贯彻即表现为落实风险评估制度。 正因为如此, 当我们

在国际层面进行交流时, 只有正确地使用相关的 “词汇” 和 “语法” 才

能确保表达的精确性和沟通的有效性。

事实上, 笔者对于上述的认识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在此, 非

常感谢杜钢建老师于 2007 年把我引入了食品安全监管这一研究领域以

及这些年持续不断的支持和教诲。 作为本书写作的背景, 法国教授

François Collart Dutilleul 于 2009 年给我提供了参与欧盟食品法项目 Lascaux

的研究机会, 同时作为我的博士论文导师, 他也在写作方法、 选题内容、

观点论述等方面给予了我很多指导。 难能可贵的是, 在一个团队中的研究

经验不仅深化了我对于食品安全比较研究的认识, 同时也通过和同事以及

其他研究人员的探讨, 丰富了我对其他与食品相关的议题的认识, 如粮食

安全、 食品质量、 可持续发展、 自然资源保护等。 最后, 笔者于 2013 年

11 月 22 日进行了论文答辩, 并获得了可直接出版的最高肯定。 对此, 衷

心感谢在身边一直陪伴我四年的诸多同事, 他们是 Alhousseini Diabate,

Brice Hugou, Camille Collart Dutilleul, Carine Bernault, Catherine Del Cont,

Claire Blandel, Ccline Forcot, Fanny Garcia, Hugo Muñoz Ureña, Jean-

philippe Bunigourt, Jonathan Jouglet, Lise Rihouey, Marlen Leon Guzman,

Pierre-Etienne Bouillot, Sarah Turbeaux, Thomas Breger, Slyvestre Yamthieu,

Valcrie Pironon 以及已去世的教授 Laurence Boy。

随后, 笔者于 2014—2015 年, 将原英语写作的博士论文译成了中文,

并鉴于一些立法的变动进行了更新。 作为 2009—2013 年这一时期内的阶

段性成果, 笔者并没有进一步拓展在 2014—2016 年博士后研究期间的内

容, 对于后者有关中国案例、 网络食品、 风险交流、 社会共治等方面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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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研究, 将于日后再结集出版。 而就这一中文译本而言, 目前博士后研究

期间的同事们也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在此感谢贺剑、 潘迪、 刘笑

岑以及朋友胡庆乐对本书中相关内容的校对。 此外, 对于课题的后续研究

及本书的完善, 也要一并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

中心的诸多老师所给予的支持, 包括我的导师胡锦光教授以及韩大元教

授、 竺效教授、 王旭副教授和陆磊老师、 杨娇老师、 孟珊老师, 还要感谢

支持本书出版的华东理工大学于杨曜教授。

值得指出的是, 作为 “中国人在法国写作一篇英语成果论文” 这样一

个多元化的组合, 本书具有法国法学论著的特点, 即 “两分法” 的论述。

可以说, 文科的研究具有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的特点, 换言之, 不

同的视角会影响结论的判断。 正因为如此, 在论述观点的时候需要保证论

证的严密性, 而规范方式就是 “一事两分” 的论述模式, 包括这些论点之

间的因果关系、 并联关系, 或从一般到特殊、 从历史到现状等。 当然, 这

也有基于辩证思维的考量。 鉴于本书所面向的是中国读者, 笔者变更了原

著作中的 “法式八股文” 格式, 但考虑到这一格式对于法国研学的纪念意

义, 特此附注于前言文末。 此外, 文内脚注和文末文献也因为中文出版作

了调整, 且以脚注为主的方式便于读者对相关文献的溯源。

最后, 一并感谢自己的坚持不懈和家人对我这几年学习和工作的支持

及鼓励。 至此, 谨以此书献给从小抚育我的外婆蒋九英和突然离世的外公

鲍水金, 以及在法国一起奋斗过的丈夫叶继魁、 女儿叶子和爱犬熊熊。

孙娟娟

2016 年 10 月

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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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安全食品是所有人共同追求的目标。 然而, 接二连三曝光的食品安全

问题使得食品安全及其规制成为一个受众人关注的话题。 至此, 人们也意

识到食品是保障健康的一个重要内容①。 面对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

担忧, 各国政府和相关国际组织都纷纷加强了包括立法和控制在内的食品

安全规制框架的完善工作, 以便高水平地保护公众健康和保障消费者利

益。 例如,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项多边贸易协议——— 《实施动植物卫生

检疫措施的协议》, 可以通过协调各国有关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实现贸易

流通中的食品安全进而确保各国公民的健康。 尽管如此, 各国和各地区有

关食品安全规制方面的争议依旧不断。 而且, 即便各国自身的食品安全规

制体系在食品安全保障中依旧发挥着主要的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 日益

复杂和全球化的食品供应链也要求官方在落实监管措施的过程中考虑到与

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作。

鉴于此, 本书研究的意义在于解答: 面对食品供应链中不断发生的变

化, 该如何进一步促进食品安全规制的协调。 本块绪论部分主要从以下几

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说明: 第一, 为什么食品安全及其规制会成为一个受

公众关注的话题? 第二, 即便食品安全的保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为

什么对于食品安全规制依旧苛责不断? 第三, 鉴于目前食品安全规制的发

展, 哪些要素可以用于进一步协调食品安全规制? 最后, 涉及多种语言的

比较研究有一定困难性, 为此, 有必要一开始就对一些重要概念进行

界定。

① Bunte, F. and Dagevos, H. ( ed.), The food economy: global issues and challenges,
Wageningen Academic Publishers, 2009, p． 11．



一、 食品安全和食品安全规制

对人类而言, 犯罪、 爱情、 金钱和食品是四个最具吸引力的话题。 其

中, 食品在大多数的时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 因为没有爱情

或者金钱的生活依旧可以继续, 但是一旦没有了食品的供应, 生命都将难

以为继①。 正是这一浑然天成的关联使得食品成为人类最为重要的需求。

事实上, 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食品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 基本来

说, 食品的获取是一项基本权利, 是生命权②和维持健康、 福利所需的生

活水准权③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这一层面, 适足食物权④的发展就具体阐

述了这一权利的保障内容。 就政治角度而言, 鉴于食品对于人类安全和国

家安全的重要性, 食品政策的考虑一直具有优先性。 在这一层面, 把食品

作为武器历来有之, 这意味着在食品稀缺的社会中, 权力来源于对食品的

控制⑤, 而这也是战争取胜的关键所在。 尽管当前的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

上缓解了粮食的短缺问题, 进而削弱了这一食品权力, 但是作为一项常

识, 国家主权的保障依旧有赖于国内粮食的自给率。 从经济角度来说, 农

业、 工业和贸易的发展都离不开食品相关的活动, 而这不仅涉及一国经济

的繁荣也有利于就业的保障。 最后, 从饮食文化角度来说, “人如其食”

的说法⑥意味着个人乃至国家身份的认同都与其食品和食品文化的选择息

息相关。 此外, 食品的意义还可以从地理、 宗教等其他角度加以讨论。 因

此, 食品始终是人类高度关注的话题之一。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改变着社会⑦。 然而, 无论社会如何发展, 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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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Femandez Armesto, F., Food: a history, Pan Macmillan Ltd, 2002, p． ⅹⅲ.
《世界人权宣言》, 第 3 条: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 自由和人身安全。
《世界人权宣言》, 第 25． 1 条: 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及其家属的健康和福利

所需的生活水准, 包括食物、 衣着、 住房、 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 在遭遇失业、 疾病、 残
废、 守寡、 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 有权享受保障。

The Right to Adequate Food, The UN Economic and Social approved General Comment
12, May 12, 1999．

Standage, T., An edible history of humanity, Ohio Walker & Company, 2010, p． 32．
Gabaccia, D., We are what we eat, ethnic food and the marking of Americans.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6 8．
就社会的发展而言, 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例如, 很多历史阶段都是

在技术发展后加以命名的, 如石器时代、 青铜器时代或者工业革命。 参见: Kealey, T., The
economic law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p． 15．



对人类的重要性始终是不变的。 就这一点来说, 食品不仅只是社会转型的

催化剂, 同时也反映了某一社会转型后的结果①。 在过去的 500 年中, 食

品自身的转型就与以下内容密切相关, 包括烹饪、 饮食、 植物种植和动物

养殖、 食品文化、 食品贸易等方面的创新和生态革命, 以及 19 世纪和 20

世纪在发展中国家兴起的工业化②。 此外,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新的食品

经济模式对食品供应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而使得与食品相关的

问题成为了全球性的社会问题。

从茹毛饮血到开袋即食的食品, 我们对食品的认知与先人截然不同。

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 通过农业活动所获取的植物和动物产品依旧是食品

的主要来源。 作为食用农产品, 其成分比较单一, 往往只有一种农业投入

品。 然而, 我们目前食用更多的则是食品产品, 即通过食品技术的深加

工, 实体发生转变, 进而无法通过某一主要农业投入品界定其成分构

成③。 相较而言, 国际食品贸易中加工食品的贸易额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农

产品。 这是因为消费者对于食品的要求日益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便捷、

多样和高品质。 相应的, 高附加值的产品也比食品原料更受关注, 包括新

鲜果蔬等农产品以及高附加值的食品产品。 与此同时, 因为生活节奏的加

快, 外出就餐也成为工作之余的便利选择。

因为加工程度的不同, 食品呈现的方式也各有差异。 例如, 橙子是一

种农产品, 而橙汁则是加工后的食品产品。 即便如此, 它们都是由物质所

构成且用于人类消费的。 因此, 国际层面通用的食品定义为: 任何加工、

半加工或未经加工供人类食用的物质, 包括饮料、 口香糖及生产、 制作或

处理 “食品” 时所用的任何物质, 但不包括化妆品或烟草或只作药物使用

的物质④。 相应的, 无论是食用农产品还是食品产品抑或餐馆佳肴都符合

上述这一食品定义。 由此, 本书就采用了符合上述概念的 “食品” 这一术

语, 使其内容覆盖 “从农田到餐桌” 这一食品供应链的全过程, 其目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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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Standage, T., An edible history of humanity, Ohio Walker &Company, 2010, 第Ⅸ页。
Femandez Armesto, F., Food: a history, Pan Macmillan Ltd, 2002, 第ⅩⅤ页。
Bunte, F. and Dagevos, H. ( ed.), The food economy: global issues and challenges,

Wageningen Academic Publishers, 2009, p． 49。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Procedural manual, Twenty-first edition, 2013, 22．



于强调该食品供应链中的所有食品从业人员都应共享保障食品安全的责

任。 而论及食品的问题, 可以从数量和质量两个角度加以概括。

就数量而言, 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 “民以食为天, 国以民为本”, 食品

供应的目的不仅在于维持个人的生存, 同时也决定了国家的命运。 在这一方

面, 粮食安全 (food security) 的保障就强调: 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

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 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

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时, 才实现了粮食安全①。 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 各国的法律义务包括尊重、 保护和履行 (便利和提供), 以便确保逐渐

且充分地实现适足食物权。 也就是说, 确保其管辖下的所有人均可取得足够

的、 具有充分营养和安全的、 最低限度的基本粮食, 确保他们免于饥饿。 其

中, 尊重现有的取得适足食物的机会的义务要求各缔约国避免采取任何可能

妨碍这种机会的措施。 保护的义务要求缔约国采取措施, 确保企业或个人不

得剥夺个人取得充足食物的机会。 履行 (便利) 的义务意味着, 缔约国必

须积极切实地开展活动, 增加人们取得和利用资源及谋生手段的机会, 确保

他们的生活, 包括粮食安全。 最后, 如果某人或某个群体由于其无法控制的

原因而无法以他们现有的办法享受取得足够食物的权利, 缔约国则有义务直

接履行 (提供) 该权利。 这项义务也适用于自然灾害或其他灾害的受害者。

就质量而言, 食品质量也是一个长期备受关注的话题, 且可以从多个

方面加以强调, 例如卫生、 营养、 享用和使用等②。 即便对食品质量缺乏

统一的定义, 但就质量而言, 有两个互为补充且各不相同的概念值得一

提。 首先, 有关质量应有一个 “阈值” 的概念, 用来判断食品是否可以用

于人类消费, 即合格与否。 第二, “质量差异” 这一概念是指以不同的质

量特征, 例如以感官、 口味、 材质、 原料或产地等区别各类食品。 此外,

除了这一横向的差异化, 质量还可以等级化, 一如中国针对农产品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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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Declaration on World Food Security and World Food Summit Plan of Action, World Food
Summit, November 13 17, 1996 11 13．

FAO, Legislation governing food control and quality certification, Rome, 1995, p． 4． 事
实上, 就食品质量而言, 一直没有统一的观点。 但在各种定义中, 相同的一点是食品质量涉
及多个方面的内容。 例如, 参见: Hooker, N. and Caswell, J., “ Trends in food quality
regulation: implications for processed food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Journal of
Agribusiness, 12 (5), 1996, p． 412．



无公害、 绿色和有机的标准划分。 当不同的质量特征或等级可以单独或者

混合使用, 以便通过质量的差异化满足消费者不同的需求或偏好时, 质量

阈值的确定主要是从卫生的角度加以规范, 确保食品的安全可靠。 基于

此, 食品卫生 /食品安全①一直被视为食品进入市场的基本要求。 值得指

出的是, 就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这两个概念而言, 最初对于食品安全的认

识就等同于食品卫生, 即两者都被定义为在食品的生产、 加工、 储存、 流

通和制备中所用于确保食品安全、 可靠、 卫生和适于人类消费者的所有条

件和措施。 然而, 随着食品安全立法的发展, 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成为两

个不同的概念。 此外, 在卫生和安全保障的基础上, 则可以通过其他增值

的方式实现食品的质量差异化。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升, 许多质量特征都被用以生产高附加值的食品产

品, 例如营养强化食品或有机食品。 尽管如此, 食品安全问题的多发使得

食品安全成为消费者高度关注也日益敏感的问题。 事实上, 即便从数量的

角度而言, 食品安全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因为在遭受饥饿和营养不良问

题的同时, 食品的供给和消费往往也更容易受到微生物或化学物质的污

染。 例如, 为了增加粮食产出, 农药被大量用于粮食生产, 而超量的化学

物质残留可能会导致健康风险。 因此, 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的角度而

言, 安全要求都是最基本的, 因为食源性有害物质会对人类的健康产生危

害, 甚至对生命安全构成威胁。 正因如此, 食品安全已经从质量的某一特

征独立出来, 成为食品规制领域内一个独立的规制对象②。 一如欧盟③的

经验, 在一系列的食品丑闻后, 食品安全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应优先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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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FAO / WHO, The role of food safety in health and development, Expert Committee on
Food Safety, 1984, p． 7．

Sun, J., “The evoling appreciation of food safety”, in, European Food and Feed Law
Review, 7 (2), 2012, pp． 84 85．

从欧洲经济共同体 (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 到欧盟 ( European
Union) 的称谓变化, 1992 年的 《欧盟条约》 明确了包括欧洲经济共同体在内的欧洲共同体
(European Community) 是欧盟三大支柱中的主要内容。 然而, 2009 年的 《里斯本条约》 又
再一次重新定位了欧盟这一称谓的内容, 使其继承了欧洲共同体的内容并具有独立的法人
资格。 为了行文的一致性, 本书主要采用欧盟这一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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