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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序　　
　 　 　 　 ｐｒｅｆａｃｅ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食品安全问题逐渐成为许多人最关心的问

题。 那食品安全究竟是什么？ 从专业角度来说， 食品安全指的是食品无毒、 无

害， 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 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 亚急性或者慢性危

害。 如果问大家对食品安全的看法， 每个人给出的答案可能都不同， 但大家都能

达成一个共识： 食品安全关系着人类自身的健康和生活，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对

我而言甚至可以说食品安全具有历史、 政治、 经济等层面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 我认为食品安全问题以及如何保证食品安全是一个宏观层面的

议题， 不仅包括一个国家的食品政策和法制建设， 并可以和国际协调相结合， 还

有多元利益主体的参与。 我始终坚信， 要保障食品的安全问题， 国家必须建立一

套完善的监管体系，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食品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 在广泛提倡法

治社会的当今， 针对食品生产厂家的法律法规从源头上杜绝了问题食品及掺杂掺

假行为； 针对食品营销企业的法律法规， 规范了整个食品市场， 同时规范和制止

虚假宣传， 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经过长期的调研， 我发现， 一直以来， 消费者及

食品从业人员都没有接受充分的有关国家法律法规方面的培训或教育。 然而， 所

有的食品从业人员乃至所有消费者都应该熟知相关的食品法规， 做到知法懂法，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自己和他人的权益。

我还发现， 大多数人了解的食品相关法律法规条例往往是针对应当的行为或

是禁止的行为作出的规定。 在这个方面， 法律规范人们行为的方式是让人们明确

自己的权利与义务。 这类法规具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采用制裁的方式威慑和惩罚

社会所不期望的行为， 例如， 危害食品安全和食品行业秩序的行为。 相应的， 当

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行为直接关联其所供给的食品的安全性时， 法律通过资质审

查、 自我规范、 行为规范等多方面的要求对其保障食品安全的义务和相应的违法

责任进行了规定。
本书作者Ｍｉｃｈａｅｌ Ｔ． Ｒｏｂｅｒｔｓ （迈克·罗伯茨） 教授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



学院食品法律和政策项目创始人及执行主任。 他熟知从地方、 国家到全球的食品

供应链体系中法律与政策问题。 拥有众多学术研究成果， 已发表多篇有关食品监

管、 贸易及政策等领域的学术论文及著作。 经常受邀在美国、 欧洲、 亚洲各地法

学院开展讲座， 讲授食品法课程， 并经常以发言者身份参加国际会议。 ２０００ 年，
他加入阿肯色大学法学院全美唯一一个农业法 ＬＬ．Ｍ 项目。 随后受邀以法律研究

教授身份加入阿肯色大学法学院， 并担任国际农业法律中心主任， 教授食品法与

政策课程并成立法学院 《食品法与政策》 期刊。 他曾担任 Ｌｅｘ Ｍｕｎｄｉ 协会国家农

业法律事务部前任主席， 并担任总部位于洛杉矶的 ＲｏｌｌＧｌｏｂａｌ 农业与食品公司特

别顾问， 负责全球食品监管、 贸易及政策问题。 也曾在罗马担任联合国粮食与农

业组织访问学者及法律顾问。 迈克·罗伯茨目前为洛杉矶食品政策委员会董事会

成员， 并担任洛杉矶花园学校基金会主席， 同时， 也就职于世界食品法律研究所

顾问委员会 ＭＤＰＩ （多学科数字出版机构） 法律编辑部。
我早于 ２００８ 年就和迈克·罗伯茨教授相识， 也经常在国际会议上与他见面

并探讨食品安全方面的国际法规问题。 为了让广大消费者更好地了解食品行业及

美国的相关法律法规， 迈克·罗伯茨教授编写的 《美国食品法》 中详细系统地

介绍了美国联邦食品法律法规框架， 并用一些诉讼案、 地方法案及私有标准为该

框架中的缺陷作补充， 为从事食品和法律方面工作的研究人员和广大消费者提供

了这方面的学习资料， 我认为非常值得仔细研读。
我对本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一个概括， 全书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是综合介绍

食品法、 食品法律的定义及其形式， 使读者对相关法律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第二

章食品贸易监管， 介绍了监管经济利益驱动型掺假及食品贸易相关内容。 第三章

食品安全监管， 详细叙述了联邦政府及地方政府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工具、 国际食

品安全、 “打假” 计划等。 第四章主要介绍食品营销法规， 解释了对于食品标签

的相关规定、 对于食品广告的监管等， 还详细介绍了 《食品诽谤法案》。 第五章

为营养成分相关法规， 讲述了膳食补充剂的相关法律法规、 向儿童销售食品需要

遵守的法律法规等。 第六章是食品系统规范， 告诉了读者什么是本地食品， 如何

保证可持续性， 同时对城市农业、 食品主权等都作了详细介绍。
在我看来， 本书虽然是对美国的食品法律法规框架及实际案例进行介绍和解

释， 但对于我国学习食品和法律的学生及相关从业人员甚至是普通消费者都是一

种借鉴， 值得好好研读和学习。 虽然两国的法律体系不尽相同， 但相关的思路和

完善食品行业监管体系的目的是相通的。

２００ 美 国 食 品 法



本书由华东理工大学刘少伟教授组织翻译和终稿校审。 其中， 汤晨彬先生负

责第一章至第三章的翻译和审校工作； 刘少伟教授负责第四章至第六章的翻译和

终稿审校。 潘灵翼参与了第一章至第三章的部分章节初译和录入等工作； 张健、
秦天、 李苒、 蔡婉静、 刘静、 周士琪、 周定鹏等共同参与了第四章至第六章的部

分章节初译和录入等工作。
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 对原书存在的一些明显笔误进行了修正， 以便进行正

确的翻译。 书中存在的疏忽与不足之处， 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刘少伟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３００译 者 序





　 前　 言　　
　 　 　 　 ｆｏｒｅｗｏｒｄ

岁月如白驹过隙， 一晃我已在中国参与食品法执教十年有余。 十年前的我，
根本不会想到当时的一次偶然为之， 会如此改变我对食品法的执教和实务生涯。
十几年前， 当我第一次来到华东理工大学演讲时， 我坐在黄昏已末的长凳上， 身

边只有一瓶矿泉水， 孤寂地面对着一个异常安静的大教室开讲， 当时我的想法只

有快点让我回国教书。 然而十二年后的今天， 我却欣喜地向大家宣布， 我感恩自

己能够享受不断来中国为学生授课的快乐， 为食品法律构建提供建议的殊荣。 三

十五次的来华出差， 丰富了我的学术经验， 塑造了我的学术品格。
当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 我盲目地认为自己是一个地道的专家， 总是不遗

余力地向关心食品法的人士传播我的观点。 然而在多次来访之后， 我才意识到在

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 多样的、 迷人的古老国度和子民时， 自己的认知是如此浅

薄。 我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朋友的一个优秀品质， 那便是他们的无私慷慨与乐于分

享。 他们的暖人行为， 让我备受关怀， 我已然无法做到并早已放弃了礼尚往来、
同等相报。

吾望尽绵薄之力， 以食品法研究为纽带， 回馈我慷慨的中国同仁， 我真心感

激他们能将我的这本专著翻译成中文， 也希望它能为中国的学生、 律师和监管机

构提供或多或少的裨益。 中国食品法在近十年的演进日新月异， 我十分有信心，
这样的势头必会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 我一直告诉我的朋友们， 美国曾经面对的

食品安全、 食品诚信等问题， 最后催生 １９０６ 年和 １９３８ 年法案以及数量众多的修

正案和规定， 都与中国近几年丛生的一些食品法问题如出一辙。 我坚信中国有绝

对的决心和能力来解决它们并取得长足进步， 当然也希望这本专著能够为其助一

臂之力。
在这里， 我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同意翻译本书， 同时要感谢华东理工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系的刘少伟教授和上海昌熠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的总裁汤晨彬先生

为本书的翻译所付出的辛勤与艰苦。 同样， 我还要感谢鼓励我致力于研究中国食



品法的同仁， 他们是华东理工大学的于杨曜教授、 刘源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的

韩大元教授、 竺效教授。 他们是中国食品法的先驱和专家， 同时也帮助我捕捉了

中国食品法发展的点点滴滴。
最后， 我要致谢我的家人， 是他们默默支持我从事食品法领域的国际法探索

研究， 并感谢我的太太 Ｎａｎｃｙ Ｗａｌｋｅｒ 能够一直给予积极的鼓励和忠告。
由于美国食品法亦不断变迁， 在此提醒各位读者本书的内容更新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 日。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Ｔ． Ｒｏｂｅｒｔｓ

２００ 美 国 食 品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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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ｈａｖ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ａｍｏｎｇｓｔ ｍｙ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ｓｔａｙｅｄ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ｇｅｎｅｒｏ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ｓｈａｒｅ． Ｉ ｈａｖｅ ｌｏｎｇ ｂｅｎｅｆｉｔ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ｍａｎｙ ａｃｔｓ
ｏｆ ｋｉｎｄｎｅｓｓ ｂｙ ｍｙ ｃｏｌｌｅａｇｕ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ｌｏｎｇ ｇｉｖｅｎ ｕｐ ａｎｙ ｈｏｐｅ ｉｎ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ｓ ｂｙ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ｔｅ ｌｉｋｅｗｉｓｅ．

Ｎｏｔｗｉｔｈ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ｍｙ ｆｅｅｂｌ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ｒｅｐａｙ ｍｙ ｇｅｎｅｒｏｕｓ ｃｏｌｌｅａｇｕ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ｆｏｏｄ ｌａｗ， Ｉ ａｍ ｖｅｒｙ ｇｒａｔｅｆｕｌ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ｈｏｐｅ ｔｈａｔ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ｏｆ ｓｏｍｅ 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ｌａｗｙｅｒ， ｏｒ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 ｈａｖ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ｏｄ ｌａｗ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 ａｎｄ
Ｉ ａｍ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ｇｒｅａｔ ｓｔｒｉ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Ｉ ｒｅｍｉｎｄ ｍｙ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ｎ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ｏｄ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ｗｅｒ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ｏｆ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ａｃｔｓ ｉｎ １９０６ ａｎｄ １９３８ ａｎｄ ｈｕｎｄｒｅｄｓ ｏｆ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 ｌａｒｇｅ ｂｏｄｙ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Ｎｏ ｄｏｕｂｔ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ｄ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ｏｐｅｆｕｌｌｙ ｔｈｉｓ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ｃａ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ｉｎ ｓｏｍｅ ｓｍａｌｌ ｗａｙ ｔｏ ｔｈｉｓ ｅｎｄ．

Ｉ ｗｉｓｈ ｔｏ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ａｎ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ｆｏｒ ｐｅｒｍｉ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 ａｌｓｏ ｗｉｓｈ ｔｏ ｔｈａｎｋ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Ｌｉｕ Ｓｈａｏｗｅｉ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ｔ ＥＣＵＳＴ ａｎｄ Ａｔｔｏｒｎｅｙ Ｔａｎｇ Ｅｄｉｓｏ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ＦＣＣ）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ｌｉ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ａｉｎｓｔａｋｉｎｇ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 ａｍ ａｌｓｏ ｉｎｄｅｂｔｅｄ ｔｏ ｍ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ｌｌｅａｇｕ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ｍｙ ｄｅｖｏ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ｏｄ ｌａｗ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
Ｙｕ Ｙａｎｇｙｏｕ ａｎｄ Ｌｉｕ Ｙｕａｎ ｆｒｏｍ ＥＣＵＳＴ ａｎｄ Ｄｅａｎ Ｈａｎ Ｄａ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Ｚｈｕ
Ｘｉａｏ ｆｒｏｍ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ｗ，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ｆｏｒｇ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ｐａｔｈｓ ｉｎ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ｆｏｏｄ ｌａｗ ａｎｄ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ｈｅｌｐｅｄ ｍｅ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Ｉ ｔｈａｎｋ ｍｙ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ｔｉｒｅｌｅｓ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 ｍｙ ｅｎｄｅａｖｏｒｓ ｉｎ ｆｏｏｄ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ｍｙ ｓｐｏｕｓｅ Ｎａｎｃｙ Ｗａｌｋｅｒ ｆｏｒ ｈｅｒ ｍｕｃｈ ｗｅｌｃｏｍｅ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ｓｅｌ．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ｌｕｘ ｉｎ ｆｏｏｄ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ｅｒ ｉｓ ａｄｖｉ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ｆｏｏｄ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ｉｓ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 ｉ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ｏ Ａｕｇｕｓｔ １， ２０１５．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Ｔ． Ｒｏｂｅｒｔｓ

２００ 美 国 食 品 法



　 缩　 写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Ａ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农业协定

ＡＢ ＷＴＯ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 Ｂｏｄｙ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

ＡＢ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ａｋｅ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美国面包师协会

ＡＢ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ｎｃ 美国广播公司

ＡＣＡ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 Ｃａｒｅ Ａｃｔ 平价医疗法

ＡＣＥＰ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Ｅａｓ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农业土地权属保护计划

ＡＤＡＡ Ａｎｉｍａｌ Ｄｒｕｇ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６ 年动物药品可用性法案

ＡＤＩ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Ｄａｉｌｙ Ｉｎｔａｋｅ 每日允许摄入量

ＡＬＤ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Ｆｕｎｄ 动物法律保护基金

ＡＤＵＦＡ Ａｎｉｍａｌ Ｄｒｕｇ Ｕｓｅｒ Ｆｅｅ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 ｏｆ ２００８ 兽药用户收费修正案 （２００８）

ＡＦＤＯ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食品药物官员协会

ＡＦＯ Ａｎｉｍａｌ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动物饲养操作

ＡＦＳＩＣ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替代农业系统信息中心

ＡＨ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ｕｍａｎ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ｅｄ 美国人道认证

ＡＩＢ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ａｋｉｎｇ 美国焙烤协会

ＡＬＪ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Ｊｕｄｇｅ 行政法法官

ＡＭ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农业市场服务局

ＡＰＡ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Ａｃｔ 行政程序法

ＡＰＨＩＳ Ａｎｉｍａｌ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动植物卫生检验局

ＡＴＴＲＡ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农村适用技术转让项目



续　 表

ＡＷＡ Ａｎｉｍ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ｃｔ 动物福利法

ＡＺＰＤＥＳ Ａｒｉｚｏｎａ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亚利桑那州污染物排放消除系
统

ＢＢＣ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英国广播公司

ＢＦＲＤＰ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Ｆａｒｍｅｒ ａｎｄ Ｒａｎｃ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农民和牧场主发展计划

ＢＦＰ Ｂｅｅ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ｃ． 牛肉产品公司

ＢＲＣ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Ｒｅｔａｉｌ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英国零售业联盟

ＢＳＥ Ｂｏｖｉｎｅ Ｓｐｏｎｇｉｆｏｒｍ 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ａｔｈｙ （ｍａｄ ｃｏｗ
ｄｉｓｅａｓｅ） 牛海绵状脑病 （疯牛病）

ＣＡＣＦＰ Ｃｈｉｌｄ ａｎｄ Ａｄｕｌｔ Ｃａｒｅ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儿童和成人保健食品计划

ＣＡＦＯ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Ａｎｉｍａｌ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集中动物饲养操作

ＣＡＲＵ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 Ｕｎｉｔ 儿童广告审查单位

ＣＢＰ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Ｂｏｒｄ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ＣＣＡ 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ｃｔ 常识消费法

ＣＣＲＶＤＦ Ｃｏｄｅｘ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ｓ ｉｎ Ｆｏｏｄ 食品中兽药残留法典委员会

ＣＤＣ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ＣＤＦＡ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加州①食品和农业部

ＣＤＳ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ｂｅｌｓ 膳食补充剂标签委员会

ＣＥＲＣＬ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ｃｔ 环境保护、 赔偿和责任法

ＣＥ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合作推广系统

ＣＦＢＡＩ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儿童食品和饮料广告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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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译者注： 本书中加州均指加利福尼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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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　 　 言❶

第一节　 食 品 法 定 义

一、 食品法的与时俱进

古往今来， 食品法的历史发展规律总是出奇的一致。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 人

类社会就开始尝试规范食品的生产、 买卖与消费。 由于食品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的

重要角色， 这似乎变得如此合情合理： 食物可以维系生命、 改善生活质量、 促进

人类社会的形成， 并体现一定的文化价值观念。 现代食品的生产和流通体系， 也

改变着食物本身， 包括食物的成分、 风味、 获得方式、 价值以及外观， 从而引发

了一系列影响消费者生活的新问题。 相应的， 食品法始终与时俱进、 不断发展，

成为独具特色的法律部门。 如果以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程度来考量某一法律的重

要性， 那么食品法的沿革则在社会发展中显得尤为重要。

食品法的与时俱进深刻反映了法律历史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Ｍ．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在其著作 《美国法律史》 中阐述的观点， 即 “现代法律会映射社

会现状， 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 从而法律始终如新”。 弗里德曼解释道：

“在传统社会中， 法律基本是静态的， 它是神圣而悠久的规章制度。 它定义了人

们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 而在现代社会中， 法律是一种工具、 一种手段； 当权者

借助法律来达到或规避某种目的。” 与此同时， 法律也会影响社会， 促进它的发

展。 食品法依托现代食品体系和消费者权益进行不断调整， 而这也正是食品法能

够保持现代化和前瞻性的深刻原因。 与时俱进需要新规则和新思想， 而现代食品

体系和消费者权益两者之间并不是始终统一的。 换句话说， 食品法的发展目标也

不是一成不变的。 其中的一些内在的、 必然的矛盾， 会引发一定分歧 （例如， 转

❶ 本书的边栏数字为原著页码， 书中的索引页码与此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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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是否需要强制标识、 如何为散养鸡的养殖划区以及如何限制加糖饮料等）。
这些分歧使得食品法备受关注， 与现代社会生活息息相关。

二、 食品法的发展阶段

　 　 （一） 顺时展开与层层递进

现代食品法以多样、 不拘的方式创建。 本书将食品法分为五个阶段进行阐

释， 其中包括食品贸易、 食品安全、 食品营销、 食品营养以及食品体系。 每一方

面的内容都会分章细述。 分章叙述的好处是能为读者平铺食品法的历史框架， 而

这一框架也切合了弗里德曼所提出的 “现代法律会顺应社会变化” 的观点。 每

一章节都针对食品系统中所碰到的问题与挑战展开。 除了指出存在的问题， 本章

也将阐述每个阶段所体现的不同的价值观念、 公众对食品的认知状况， 同时强调

食品法是一个动态的、 不断更新的领域。 每个阶段基本按时间顺序展开， 且层层

递进： 各个阶段相辅相成， 产生交叠与溢出。 每一阶段特点鲜明， 因而需要分别

阐述。 下列几节是针对每个阶段内容的简单概括。

　 　 （二） 食品贸易

自古以来， 食品都处于贸易活动的核心地位。 据记载， 最古老的食品法是通

过严防食品欺诈来维护食品贸易的开展， 保证供应商之间的公平竞争， 同时促进

食品贸易以供养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 不仅在城市如此， 殖民地也纷纷效仿学

习， 制定有关食品掺假的法规， 禁止经济利益驱动型掺假 （抑或称为 “经济利

益驱动型食品掺假” 或 “经济性掺假” ） 这种最常见的食品欺诈手段的发生。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食品贸易也随之成熟。 时至今日， 美国的食品体系已经成

为全球食品生产与商业贸易网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它通过全球贸易， 确保国

内消费者能够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 丰富的食品与食品原料。 现代食品贸易与古

代社会一样， 都面临食品欺诈与市场准入等难题。 美国通过国内立法来应对经济

利益驱动型掺假， 并通过签订国际条约等法律文书来协调全球贸易规则、 建立国

际组织、 推动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 实现食品质量与安全的标准化。 如何解决

体系内的贸易冲突， 业已成为国际食品贸易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三） 食品安全

在殖民主义时期和美国社会早期， 食品法已经开始关注食品掺假与公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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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联系， 然而科学家们直到 １９ 世纪晚期才开始厘清细菌与疾病之间的关联。
人们知道食品会变质， 但是并不清楚其发生的真正原因， 也不知晓食品变质可能

会导致疾病的这一潜在危险。 食品安全治理的发展历程， 就是一段探索与发现的

历史， 政府通过制定和出台新的法律规定来应对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风险， 包括

复杂多样的食品污染、 品种繁多的食品添加剂、 层出不穷的新型农药以及科技进

步带来的新兴食品。 在当今社会， 食品制作和处理技术的复杂性无形中增加了供

应链环节中的安全风险， 包括生产、 制造、 加工、 包装、 营销、 分配以及消费

等。 公众的生命健康， 依赖于联邦政府、 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运用多种法律手

段， 从农田到餐桌， 为供应链上的每一个关键点保驾护航。 这些法律的实施， 将

强有力地优化政府在食品安全检查和约束违法行为方面的效果， 并继续扩大食品

企业的安全责任， 要求其勤做记录、 遵守安全规则并制定预防控制措施。 进口食

品的监管越来越受到监管当局的重视。 除了政府出台新的法律规定之外， 其他形

式的法律工具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 （例如法庭诉讼和第三方审查）， 从而保障食

品的安全。

　 　 （四） 食品营销

到了 １９ 世纪， 科学技术和消费需求的变化带来了食品体系的根本性变革，
方便快捷的新液态食品深深吸引着消费者。 随着食品保存与物流技术的不断进

步， 大工业化生产模式和大众营销经济蓬勃发展， 渐渐衍生出 “品牌” 这一概

念， 进而挑战着传统食品法的适用。 最初， 名牌产品传递给消费者的观念是 “纯
净、 便捷、 优质、 商誉”， 因此顾客购买的既是产品也是公司的承诺。 随着食品

配方与特性的不断创新以及产品营销的激烈竞争， 催生着市场需要通过法律手段

来规范食品所传递的内容 （包括标签、 广告）， 保障消费者获得准确的信息， 同

时要求食品企业诚信经营、 在必要时警示和引导消费者。 规范市场交易的法律法

规通常会有限制商业言论的规定， 这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产生激烈冲突， 同时

延伸出一个新问题———究竟哪些信息消费者必须知晓？ 近期的一些针对交易索赔

的集体诉讼， 填补了成文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的空白， 同时也弥补了政府监管中的

短板。

　 　 （五） 食品营养

尽管人们早已意识到食物与营养之间相互关联， 然而真正进行食品营养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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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法律法规有多种形式去应对食品营养的监管， 但其大

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１） 膳食补充剂的监管； （２） 营养成分标签的监管；
（３） 针对营养不良和过度肥胖的对策。 虽然许多具体的法规标准已经涉及膳食补

充剂和营养成分标签， 但结果是现代食品系统中同时存在食物摄入过多和食品短

缺的问题， 导致多级政府出台大量的营养政策方案来处理肥胖和饥饿这两大困扰

美国甚至全球数百万消费者的难题。 公共卫生部门建议将针对烟草的诉讼运用到

针对食品工业的诉讼中来。 由此， 法律理论已经延伸到规制健康危害信息的不透

明、 误导儿童的广告和防止欺诈行为等。 食品法中针对盛行的肥胖问题所采取的

措施因个人责任论的观点而日趋复杂化。 就立法和规约措施而言， 许多拟议的方

式 （例如， 在校园中限制垃圾食品、 控制苏打饮料分量、 强制餐馆菜单标示营养

成分、 改变行业营销方式、 征收垃圾食品税等） 都遭到了批评和质疑， 他们呼吁

公众保留个人自身责任意识， 并且对 “保姆式” 国家的过度监管表示担忧。

　 　 （六） 食品体系

尽管食品已经实现产业化， 但饮食行为从来都不只是满足基本生理需要的

简单行为。 当地文化的影响， 始终深刻而重要。 食品该如何监管， 深受消费

者、 文化、 政治和社会规范的影响。 随着公众对当下食品体系的日益关注， 政

府也必须不断加强其监管力度。 人们渐渐开始关注食品的可持续发展及食品的

本土化， 希望获得健康的食品， 保障其对食品信息的知情权、 食用动物的权

益、 单一作物栽培问题以及食品的平等性与食品安全战略问题。 很多新的法律

问题也随之产生， 与此同时法律在食品制作与消费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再次

陷入争议。
食品体系的建立反映出消费者越发认识到本地化、 区域化、 国内化甚至全球

化的食品体系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人们重点关注的问题包括食品安全、 食品

销售与食品营养， 尤其重视它们在食品体系中的相互联系。 例如， 近年来不少转

基因食品声称其工艺是 “天然的”， 这引起了大量的集体诉讼。 诉讼往往针对食

品系统中的产品生产加工方法、 过程与结果是否 “天然”， 而较少讨论转基因食

品的安全问题。 食品法规往往建立在科学结论的基础之上， 而现代的食品体系涵

盖多种因素， 实际上给食品法规体系带来了挑战。 因此， 一些类似 “私营标准”
的非强制性法律、 标准以及诉讼， 开始成为满足消费者期望与要求的法律工具。
不仅如此， 文化、 宗教以及社会禁止的礼教， 都可以影响政府的政策与规定。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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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食品安全战略政策， 其可以为区域食品体系保护和美国贸易保护政策提供法

益基础。

三、 食品法的延伸

　 　 （一） 立足点在传统食品法

传统食品法反映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 逐渐演变成现代的食品法律法规。 长

期以来， 传统食品法和药品法由联邦政府机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ＦＤＡ） 负责执行， 它发挥着监管美国消费食品的核心作用。 而美国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对于食品的监管重点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 因此， 它的管理条例以及规

定标准总体上都重在防止不安全食品或者假冒食品的流入、 保护公共健康。 尽管

食品安全问题已被视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重中之重， 然而营养不良及过度肥

胖问题的出现， 也使得食药监局的管理权限不断扩大。 它将营养问题的管理也囊

括在其职权之内， 主要是为消费者进行食品属性与成分信息的监管。 由联邦贸易

委员会 （ＦＴＣ） 颁布的食品广告规范， 由隶属美国农业部 （ＵＳＤＡ） 的食品安全

监督服务局 （ＦＳＩＳ） 颁布的肉类、 禽类和蛋类食品安全规范， 由环境保护署

（ＥＰＡ） 颁布的食品农药残留规定都是政府机关制定的食品法规， 它们都侧重于

关注食品安全与销售。
食品法隶属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职权下的食品药品法律范畴之下， 它

是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们辛勤实践的成果， 这些法律工作者代表着食品生产、 包

装、 贴标、 推广和分销的食品企业。 其中， 很多律师都在律师事务所的食品药品

法部门中， 他们的事务所分布在华盛顿、 芝加哥以及其他大城市。 他们也通常加

入美国食品药品法律协会 （ＦＤＬＩ）， 代表着不同规模的食品药品公司。 律师们参

与的食品法业务大多为行政法范畴， 内容复杂。 参照的法律文献， 都以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发布的为主。 由食品药品法律协会发布的季刊——— 《食品与药品法律

杂志》， 六十多年来坚持发表学术文章， 深入探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联邦贸

易委员会以及美国农业部的一些重大举措。 由美国基础出版社出版的案例教科书

《食品与药品法》 也备受赞誉， 它已经被参与法律实践的客座教授视为美国法学

院食品与药品法律教育的核心课程。

　 　 （二） 与农业法的区别

传统食品法不同于农业法。 农业法根植于 “平均地权论” 或 “农业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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