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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地区食品安全法制的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召开 

2016 年 12 月 10 日，“东亚地区食品安全法制的比较研究”第一次全体研讨会在日本

一桥大学举行。“东亚地区食品安全法制的比较研究”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日本一

桥大学法学院、韩国釜山大学法学院联合开展的日本文部省研究项目，项目历时三年。这

是中日韩三国法学院继 2008-2013 年日本文部省“东亚法制一体化”项目之后的又一次长

期合作项目。 

本次会议为该项目启动会议，旨在确定项目研究总体思路、研究内容与目标及研究方

案等。日本一桥大学法学院院长葛野寻之做开幕致辞。他首先对所有参会人员的到来表示

感谢，并简单介绍了食品安全课题研究的重要性及本项目目前开展情况。他指出，食品安

全研究是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其不仅仅涉及到法学领域，还涉及其他学科。希望通过三所

法学院的共同合作，深入研究食品安全领域课题，搭建东亚地区食品安全合作治理研究平

台。 

 

日本一桥大学客座教授高桥滋从项目研究意义、研究背景、研究构想三个方面对本研

究项目做了整体汇报。他表示，通过行政法、消费者法、刑法等，从跨学科角度构建具有

联动性的共同研究，提炼共同研究命题，进而期冀对三国食品安全法制的发展提出政策性

建议与研究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教授做了题为“中国食品安全法的基本理念”主旨报

告，从中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背景、生命健康至上理念、依法治理理念、预防为主理念、社

会共治理念、食品安全与人类未来六个角度总体介绍了中国食品安全法的基本理念。他指

出，食品安全问题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社会话题，食品安全不仅仅是食品企业治

理的问题，更是关系到法治文明、人类尊严与价值，关系国家与社会、社会与公民关系的

重要问题。因此，在食品安全领域我们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为食品安全的区域合作以及全

球食品安全治理提供智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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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立新教授从侵权责任法角度介绍了中国食品安全法具体实施情

况。他指出在中国侵权责任法中，食品安全产生的责任属于侵权责任。在食品安全法修订

过程中，为了保障人类的生命权与健康权，对食品生产其他经营者提出连带责任的职责。 

韩国釜山大学法制研究院副研究委员王胜惠从韩国食品卫生行政管理机构、食品安全

法律体系、近期法律动向及立法准备三方面介绍了韩国食品安全法制的现状。她指出，随

着近年来韩国进口总额的持续增长，食品安全管理已成为关键课题，其重要性日益凸显。

韩国釜山大学法学院徐熙锡教授以韩国目前正在进行的食品安全案件为切入点，从消费者

法角度介绍了韩国食品安全标识、标识广告法与食品标识法的关系、转基因食品标识及食

品范围界定等问题。 

日本一桥大学法学院田中良宏教授从食品安全与食品标识管制、日本食品标识法制、

加强执法力度课题研究三个方面介绍了日本的食品标识法制问题。他指出食品标识是“亦

新亦旧”的问题，日本在 2015年 4月 1日食品标识法实施之前并没有关于食品标识的一般

法，而是在食品卫生法、日本农林规格法、健康增进法中部分条款中提到食品标识的相关

问题。并从食品标识法的目的、食品标注标准、遵守食品标识的标注标准及处罚四个角度

介绍了日本食品标识法。 

最后，针对中日韩三方汇报的内容，与会者进行了自由的讨论。 

 

下午，中日韩三方参会人员分组从行政法、消费者保护法、刑事法三个领域召开分科

会议，商议未来三年项目开展计划与工作方法等。“东亚地区食品安全法制的比较研究”

将以年度为单位划分为三个研究阶段：食品安全法制现状分析、食品安全法制课题提炼、

针对改革提出政策性意见。通过三国食品安全法制的比较研究，明确食品安全法制的功能

与合作领域，致力于寻找及确定与法制课题相关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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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作中的食品领域职业索赔研讨会召开 

12 月 16 日，京津冀协作中的食品领域职业索赔研讨会在天津财经大学召开。此次会

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办，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承办。

研讨会以京津冀区域协作发展为依托，对食品领域的职业索赔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研讨会由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法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天津财经大学近现代法研究中

心主任侯欣一教授主持，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陈灿平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

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韩大元教授分别致辞。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法制司任端平处长、天津市市场监管委食品监管处崔春明

处长、天津市政府法制办研究所张志峰所长、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张正会长到会并发言，北

京市丰台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北京市食品安全法治研究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高

级研修学院、天津市人大立法研究所、天津市和平区消费者协会、天津市绿色食品行业协

会等多家单位的专家，与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南开大学法学院、华东理工大学法学

院、天津科技大学法学院、天津财经大学、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等 6 所院校的 30 余名学者

及食品行业近 20 余名企业代表，出席会议并参与讨论。 

食品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国家重视、人民关注。近年来，食品领域职业索赔行为日益

增多，针对职业索赔人的身份、行为性质及其社会意义的争议也不断增多。研讨会针对食

品领域职业索赔中的“监管与规制问题”、“惩罚性赔偿问题”、“案例裁判问题”、

“法律解释问题”、“索赔人的身份与行为性质问题”、“有关政策与立法建议问题”等

专题进行了主题发言、专家与谈与自由谈论。二十多位发言人围绕食品安全、职业索赔和

京津冀协作发展问题展开了充分而深入的讨论。 

与会专家学者对于如何界定职业索赔人身份及行为性质、如何促进食品领域索赔行为

有序化规范化，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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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政策 

◆【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研究处

理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报告和审议意见情

况】2016 年 12 月 23 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国务院

食品安全办主任毕井泉受国务院委托，报

告研究处理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报告和审

议意见情况。指出，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

实张德江委员长执法检查报告和审议意见

的要求，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防控食

品安全系统性风险的能力明显提升，食品

安全总体形势稳中向好。但一些深层次矛

盾和突出问题依然存在，国务院有关部门

仍将持续高度重视，着力加快解决。  

◆【食药总局：成立食品生产许可专业技

术委员会】为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指导地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做好食品生产

许可工作，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经认真研究

决定组建食品生产许可专业技术委员会。

专业技术委员会组建的原则是：专业、权

威、公正、统一，通过引入专业权威的机

构参与，发挥各专业机构的业务专长，研

究制定食品生产许可制度，统一协调食品

生产许可工作中的问题，使食品生产许可

工作有章可循，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公正和

统一。 

◆【卫计委：将大修食品安全标准，婴幼

儿食品为重点】国家卫计委在新发的《食

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十三五”规划》

中披露，“十三五”期间，政府将清理整

合近 5000 项食品标准，制定、修订 300 项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重点是加强婴幼儿配

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特殊人

群营养型食品标准。 

◆【检验检疫：美国启用新的食品标签信

息和指南】日前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

局发布了新的食品标签信息和指南，鼓励

食品生产企业和零售商使用“最佳使用日

期（Best if Used By）”的标签。美国是目

前世界上食品标签法规最为完备严谨的国

家，新法规的研究制定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其技术标准和法规不仅数量多，且层次分

明。此前，美国除了婴儿奶粉外，联邦法

规不要求产品标注生产日期。对于有关产

品质量的日期描述，由于生产企业使用不

同方法，消费者容易混淆，导致消费者发

现食品超过包装上印刷的日期而不是卫生、

安全问题的情况下，丢弃食品。 

◆【中国将全面开展食盐电子追溯体系和

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目前，全国食盐电子

防伪追溯服务平台建设已经完成，开始运

行，已经有 8 个省 12 家生产企业在平台注

册。从 2017 年起，我国将进入为期两年的

盐改过渡期。为确保食盐安全市场稳定，

将全面开展食盐电子追溯体系和食盐企业

信用体系建设，实现食盐来源可追溯和企

业信用等级评价。 

◆【中部六省省会城市联手打击食品药品

违法企业】太原、长沙、武汉、郑州、南

昌、合肥这六个中部省会城市食药监管部

门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拟建立食品药

品监管协作机制和打假联动机制，构建稽

查打假和监督抽验信息平台，对食品药品

稽查打假中的热点、难点和热点问题，重

大事项通报机制，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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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企业动态 

◆【首批盐改方案批复在即 盐企提前“入

市” 新一轮兼并重组将开启】盐业专营体

制改革后，食盐定价将实行市场化。此次

盐改细节政策的落地，直接利好食盐生产

企业。预期盐业公司的食盐销售行政垄断

地位将被打破，市场竞争将会加强，综合

实力强的盐业公司将凭借产品、渠道及品

牌优势参与运输及销售等环节并发展成为

寡头，并进入食盐市场终端消费领域。而

没有竞争力的盐业公司将被淘汰。同时，

业内也有观点认为，放开竞争后，盐行业

即将迎来新一轮重组兼并浪潮，国内也或

将最终形成几大优势盐业集团并存的格局。 

◆【麦当劳在华特许经营权 有助于拓展三

四线市场】据报道，麦当劳已决定将旗下

中国业务出售给由中信集团和美国投资基

金凯雷集团组建的财团，预计交易额超过

20 亿美元。 专家认为这将对麦当劳拓展中

国市场起到关键作用，而麦当劳也将为中

方企业带来可观的投资回报以及先进的管

理运营、特许经营模式相关的经验。中国

是麦当劳的全球第三大市场，在中国内地

有 2400 多家店，在中国香港有 240 家店，

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贝拉米复牌未成 乳业股断袍自救】12

月初，贝拉米向市场宣告，由于中国进口

监管法规调整，婴儿配方奶粉产品出现积

压，双 11 销售额也不理想，当前财年销售

额预期将削减 40%。此举引致投资者蜂拥

踩踏，上市公司市值蒸发超 6 亿澳元。目

前，贝拉米申请股票继续停牌。深陷危机

的贝拉米带来的强烈低气压笼罩澳交所乳

业股，作为竞争对手的 A2 牛奶及同业的百

嘉奶酪已然按捺不住，急欲喊出“我们与

贝拉米不同”。但中国市场营销专家指出，

贝拉米在代购者中仍然很受欢迎，仍会是

代购市场的核心产品。 

 ◆【中粮 Nidera 亏空 1.5 亿美元 国际化

并购没有那么美】近几年中国食品企业海

外并购已形成一股风潮，而并购的过程中

又存在诸多问题。12 月 14 日，中粮集团自

2014 年逐步收购的荷兰谷物经销商尼德拉

Nidera，出现了 1.5 亿美元（约合 10.4 亿元）

的亏空。中粮作为大型央企，财务状况相

对良好，其收购的企业尚且存在大额亏空，

不得不引发业界对于中国食品企业走出去

如何“踩雷”的讨论。业内人士分析，中

国食品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融

资困难、业绩不良等问题，还会面临信任

危机和当地政治、经济、法律等风险。 

 ◆【合生元 3 亿澳元收购 Swisse 剩余股

权 保健品成奶粉业转型新方向】12 月 15

日，合生元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发布公告，

宣布以 3.11 亿澳元收购 Swisse 剩余小股东

17%的股权，实现对 Swisse 的完全控股。

合生元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罗飞表示，

完全控股可进一步加强集团内部协同和资

源整合。合生元此举反映出奶粉企业在发

展瓶颈与增长压力的矛盾面前，开始寻求

转型，与奶粉关联度较高的保健品成为众

多奶粉企业的选择。事实上，除了合生元，

新希望，上海医药等企业均在保健品产业

加速布局，力图快速实现转型升级，把握

大健康产业发展的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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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趋势 

◆【2016 年食品行业四大关键词】在整体

行业延续下滑的颓势下，“甩”、“倒”、

“亏”、“跨”成为 2016 年食品行业四大

关键词。“甩”者如中粮、达能等食品巨

头，开始频繁脱手亏损业务；“倒”者如

美味七七、净雅酒店，因运营不善等原因

未能撑过行业冬天；“亏”者如皇台、锐

澳，多因无法跟上行业调整步调而身陷被

动；“跨”者如雏鹰农牧、合生元，在多

元发展中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中国进口澳洲保健品猛增 9 倍】中澳

自贸协定实施一年来，在推动双边经贸发

展方面的成果已经逐步显现。澳大利亚对

中国出口部分产品大幅度增长，其中，保

健品增长超过 9 倍。业内人士认为，保健

品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中国消

费者的购买力和对健康保健的需求增长，

其次是中澳贸易促进，第三是跨境电商的

便利和互联网带来的购买便利。另一方面

反应的是消费者对澳洲保健品的信赖程度

远超国内。中国消费者协会曾做的一项调

查显示，对我国保健品的评价，有近四成

的消费者表示喜爱国外保健品，只有 9.49%

的消费者认可国内保健品。 

◆【2016 年餐饮行业以 10%以上的速度保

持增长】尽管今年餐饮行业以 10%以上的

速度保持增长，但相比去年市场回暖时的

增速有所下滑，餐饮企业仍将面临转型升

级以及提升盈利等多方面的挑战。餐饮业

人士表示，中式正餐向着“店铺小型化、

菜品精致化”的路径转型提升，休闲餐饮

发展空间持续扩大，餐饮品牌入驻电商促

进营销已经成为潮流。 

◆【“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 我国茶产业

发展面临发展机遇】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消费结构升级加快，加之“一带一路”

建设的实施，茶产业的发展面临难得的机

遇。目前我国茶园面积超过 4000 万亩、茶

叶产量达到 220 多万吨，均居世界第一位。

但也存在茶产业大而不强、大而不精、大

而不张、竞争力不强、茶叶产品缺乏多样

化等问题。农业部近期制定出台《抓住机

遇做强茶产业的意见》，对做强茶产业作

出了优化区域布局，划定茶叶生产优势区，

确定茶叶生产最宜区；加快创新驱动，推

进茶叶育种创新和技术创新，推进标准化

生产；培育大企业，重点扶持一批有生产

原料基地，有高标准加工设施和品牌的大

型茶叶企业生态等作出具体部署。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北大西洋蓝鳍金

枪鱼汞含量降低】美国 Stony Brook 大学的

研究发现，近 10 年活跃在北大西洋的蓝鳍

金枪鱼体内的汞含量在减少。该报告被发

表在“环境科学与科技”杂志上。数据表

明，忽略鱼的年龄，其组织浓度高于大多

数其他鱼种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金

枪鱼体内的汞含量会降低。通过 2004-2012

年捕获的 1292 头蓝鳍金枪鱼的组织中发现：

8 年期间，汞含量降低 19%；研究人员对同

一时间内北大西洋空气内及海水内的汞含

量进行平行分析，并发现，鱼组织内的汞

含量变化与海洋内汞含量排放有关系。研

究者认为煤炭使用的减少，减少了碳排放，

从而改善海洋汞含量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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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舌尖上安全  聚焦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12 月 12 日，主题为“创新监管合作发展”的 2016 中国特殊食品合作发展国际会议在

北京召开，主题为创新监管合作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特殊食品消费市场。2015 年

新《食品安全法》中，婴幼儿配方食品、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统称为“特

殊食品”。其中，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是第一次作为一个单独的食品类别列入法律监管。

什么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特殊食品将如何监管治理、特殊食品行业发展前景如何、

本期将给予特别关注。 

一、“特医”是什么？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Food for Special Medical Purpose，FSMP），是为了满足

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或特定疾病状态人群对营养素或膳食的特殊需要，专

门加工配制而成的配方食品。  

 

传统的治疗方式里面，较为注重“医”和“药”，但一些病症在治疗的过程中，如果

患者对“食”不够重视，那么可能会对疾病的治疗起反作用，或者会延长治疗期，增加患

者的负担。一些慢病患者，需要长期用药治疗，而在治疗的过程中，如果饮食不当，使得

用药时间更长，甚至有病情加重的可能。特医食品标准高于保健品，低于等于药品。虽然

它不能完全替代药品的作用，但是可在医疗系统中起到重要的营养补充、医疗支持作用。

特医食品必须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单独食用或与其他食品配合食用。 

根据不同临床需求和适用人群，《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GB 29922-2013）将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分为三类，即全营养配方食品、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和非全营养配

方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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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医食品“特”在哪？ 

1.适用人群广泛 

特医食品不仅仅涵盖病理状况下具有特殊营养需求的人群，如糖尿病、肾病、肿瘤等

各种疾病患者和手术等损伤人群，也涵盖正常生理状况下具有特殊营养需求的人群，如孕

产妇、老年人等。 

2.作用特殊 

特医食品的本质仍是食品，不能完全替代药品的作用，但是可在医疗系统中起到重要

的营养补充、医疗支持作用：特医食品的应用，可以改善病人营养状况，充分发挥人体自

身的修复机能，促进病人康复，缩短住院时间，节省医疗费。 

3.使用和指导 

从产品的功能来看，虽然特医食品不是药品，没有药品用错时那么大的危险性，但是

也会影响患者的使用效果。因此，这类食品并不是由病人来选择，而必须是在医生或者营

养师的指导下使用，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特医食品的作用。 

4.标准高于一般食品 

特医食品在配方及工艺上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或指向性、系统的定量性和广泛的多样性，

因而和其他所有的食品形式相比，具有最大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标准高于保健品等一般

食品，低于甚至等于药品。为了确保产品的品质，特医食品不能“代工”生产。 

三、“特医”相关法律法规解读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虽然在中国应用已有 30 多年，但长期以来作为药品管理，没有

得到足够的重视。自 2014 年我国颁行实施《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起，特医食品行

业有了明确的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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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 

2014 年 7 月 1 日，我国颁行实施《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第一次在食品安全

标准中出现关于特殊医学用途食品的标准； 

2.新《食品安全法》 

2015 年，我国新《食品安全法》实施。在该法案中，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与保健食

品、婴幼儿配方食品一起纳入“特殊食品”。此前一直按药品实施注册管理的特殊医学用

途配方食品，作为“食品”的法律地位终获明确； 

3.《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企业良好生产规范》 

2015 年 1 月 1 日，《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企业良好生产规范》公布实施。该标准规

定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生产过程中原料采购、 加工、包装、贮存和运输等环节的场所、

设施、人员的基本要求和管理准则，进一步详细规范了特医食品的生产过程； 

4.《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2015 年 9 月 2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起草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管

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5.《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管理办法》 

2016 年 3 月 10 日，《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管理办法》颁布，并于 7 月 1 日正

式实施。该办法规定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申请与注册条件和程序、产品研制要求、临

床试验要求、标签和说明书要求，以及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相关内容。国家通过政策，

完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行业规范，并开始逐步重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市场化应

用。 

四、特医食品发展前景 

从全球来看，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产业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据统计，全球每年消费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约 560 亿-640亿元人民币，市场每年以 6%的速度递增。欧美年消费

量占据全球较大比重，约为 400亿-500 亿元人民币，增速为 4.5%；日本和韩国的市场规模

为 150亿-220亿元人民币，增速为 4.8%。 

在中国，特医食品的应用起步较晚。目前，中国消费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市场规模

占全球的 1%，总量约为 6 亿元人民币；但在最近几年实现快速发展，平均年增速超过 37%。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医疗费用和医保压力增大，以及人们对营养知识和营养状况的日

益关注，越来越多的营养学家、医生、临床营养师和患者本身重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在临床上的使用；同时，相关法规标准的逐步完善，中国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市场将必

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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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医食品如何监管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  滕佳材 

发展特殊食品，首先要实现食品安全的有效治理，除了要始终对故意制售有毒有害和

假冒伪劣产品违法犯罪行为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外，还要进一步加强源头治理，深化交流合

作，通过推动食品产业优化升级实现食品安全形势的根本好转。这就需要食品生产经营企

业、专业技术机构和人才、国际社会等社会各界目标一致，积极参与，共同努力。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法制副司长  陈谞 

“特别的重视，特别的要求，特别的规章，特别的关注”。 

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特别重视”特殊食品监管，明确了特殊食品的法律定义，

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等三大类食品明确为特殊食品。在许

可方面，专门增设了特殊医学配方食品的注册和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等两项新增

的行政许可，同时将原来的保健食品注册审批的非行政许可转变为法律明确的行政许可。

同时还明确了“按照药品的管理模式来加强对特殊食品的监管”的总原则。新法明确实行

功能目录管理，对保健食品的原料，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等进行严格管理，同时在生

产管理，标签说明书管理和广告管理方面作出“特别要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专门制定了跟特殊食品有关的规章，分别是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注册管理办法，婴幼儿配方乳品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新《食品安全法》对特

殊食品方面 “特别的关注”，一是要加强对特殊食品生命周期的评价，要加强对产品注册

原料的提取和加工，到产品的生产包装、市场营销使用、产品维护至产品最终消费结束，

全链条、全过程、全方位的评价，从而不断提升特殊食品产品的质量。 

联合国项目事务署、中国首席代表罗响 

 “中国发展特殊营养食品，特殊食品的模式绝对不能走老路，不然又要出现这样那样的

问题。在中国，很大程度上需要从国家层面上给予政策刺激，才会造成很大的市场需求空

间，政策要刺激，要予以支持，不管是监管当局还是生产环节，还是市场环节和物流行业，

对特殊食品都要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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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物美价廉”的消费观念会诱发食品安全隐患吗？1

“物美价廉”一词语出清代，因其本身所蕴含的“以小投入换取大收益”的两全其美

 

苏毅清、樊林峰、王志刚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摘要】“物美价廉”的消费观念因其蕴含的两全其美的理想概念一直被消费者视为

采取购买行为时的最佳策略。但在进入新世纪后，“物美价廉”的观念开始引发了行业价

格战和食品安全等诸多社会问题。本文以食品安全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推导构建了

体现消费观念、消费需求、质量供给和安全供给之间关系的“观念—需求—质量—安全”

模型，并根据 2014 年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问卷调查数据，结合联立方程模型，运用路

径分析实证方法，证明了“物美价廉”的消费观念会降低人们对于食品质量的要求水平，

从而诱使食品生产者供给低质量食品的观点，揭示了“物美价廉”的观念无法实现两全其

美的客观现实。最后，提出了用质量需求引导质量供给的食品安全治理建议。 

【关键词】物美价廉；消费观念；质量供给；食品安全；路径分析 

 

The Hidden trouble of Insist on Holding the Consumption Conception of “Cheap and Fine”: 

Use the Food Safety Problem as Example 

Abstract: During a long history, the concept of “cheap and fine” is the optimum consumption 

choice of the consumers. But after the new century, the concept of “cheap and fine” began to 

causes trouble in the field of industry and food safety. The article choose the food safety as 

example, th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to build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nsumption conception, 

quality request, quality supply and safety supply. Then based on the data taken in the end of the 

year 2014, use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and path analysis, prove the concept of “cheap and 

fine” will lead to the low quality supply, and reveal the fact that  “cheap and fine ” is unrealistic. 

Finally,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cheap and fine; consumption conception; quality supply; food safety; path 

analysis 

 

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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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概念，几百年来都被消费者视为施行购买行为时的最佳策略。在我国开启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大门之后，关于“物美价廉”这一概念的讨论也一直不绝于耳，其焦点都集中

在一对矛盾问题上，即“物美”是否可以同时实现“价廉”？对此，早期研究这个问题的

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给予了较为充分的分析，认为“物美价廉”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的一个基本特征（王珏，1985）。具体而言，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物美价廉只是

实现生产目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因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直接目的是榨

取劳动的剩余价值（李济模，1984）；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则不同，它是在劳动人民共同

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为满足他们自己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而进行的商品生产，是对商

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二重因素最佳状态的科学概括（李济模，1992）。米建国（1983）

还运用微观经济理论，对物美价廉的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指出物美和价廉的关系是产品

的使用价值与价格的辩证统一，由于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形成产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

与形成产品价值的抽象劳动不成比例，所以也就决定了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价格随质量等级

提高时，二者提高的幅度并不一致，因此完全可以通过促使生产者向同行学习等方式实现

产品的“物美价廉”。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在我国得到普及后，一些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的

理论进一步支持了“物美”可以“价廉”的观点。段禾青（2007）从新经济时代所具有的

特征入手，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角度，通过对行业竞争的加剧、科技水平的提高和全球化的

不断深入等问题的讨论，论证了在“物美”的基础上如何实现“价廉”，诠释了“物美价

廉”产生的现实基础。总之，在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关于“物美价廉”之间关

系的研究不断提醒着人们：“物美价廉”的理想是可以通过努力实现的。这样的思考与结

论，一方面促使着行业与企业不断的改进技术，寻找降低成本的良方，另一方面也迎合了

消费者对理想化消费的向往，引导着消费者不断强化对“物美价廉”的追求。 

然而，在进入新世纪后，人们发现一直被强化的“物美价廉”的观念开始引发了许多

社会问题：依靠“物美价廉”战略迅速成长的企业开始遭遇发展的瓶颈，持“物美价廉”

消费观念的消费者逐渐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置身于假冒伪劣商品的海洋，这其中，无

休止的价格战和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就是这些社会问题的代表。由此，对“物美价廉”

的观念是否应该坚持，社会上开始出现了观念上的分化。其中，一部分人认为人民群众的

生活需要“物美价廉”的产品，认为追求“物美价廉”是“接地气”而利国利民的表现

（尹明善，2007）。而另一部份人则认为，“物美价廉”只能是人们心中的理想，实际上

有悖客观规律。正如传统经济学理论所言，质量是成本和投入的增函数，“物美”必然

“价高”，“价廉”只能“质劣”，因此坚持“物美价廉”的观念只能导致不良后果，是

“踩地雷”的行为。具体考察不赞成“物美价廉”观念的相关研究，有人从企业的角度进

行思考，认为“物美价廉”是中国企业家群体最早的竞争策略，但是多年发展下来，竞争

的重点往往单一的朝向“价廉”偏移，进而引发整个行业的价格战和低端化（尹明善，

2006）。也有人从消费者层面展开探讨，认为消费者也存在的重点单一朝向“价廉”偏移

的现象。如消费者在食品消费方面常抱有“物美价廉”的理想观念，而这种观念往往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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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却发展为了一种对于低价的片面苛求，甚至还存在食品消费的“购假”行为，即以“卖

相”而非质量作为消费决策的依据。这就给食品生产者传导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必然导致

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尽可能压缩成本，过度使用所谓现代生产要素保证农产品“卖相”，

从而带来巨大的食品安全风险（徐立成等，2014）。从对这些现象的分析来看，已经有较

为充分的证据表明，“物美价廉”是一种“危险”的观念，它会使人们过于关注价格而忽

视对质量的需要，无形中降低了人们对质量的要求。也正因为人们的这种对质量的低要求，

诱使行业走入了低质量发展的陷阱，将消费者置身于假冒伪劣的海洋。 

进一步思考由“物美价廉”的观念引发的社会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它归根结底是一个

需求如何影响供给的经济学基本问题。消费者持有什么样的消费观念，则消费者对产品质

量就有什么样的需求，进而生产者就会对产品质量形成什么样的供给。具体到经济活动中，

生产者可以持有“物美价廉”的生产观念，消费者也可以持有“物美价廉”的消费观念，

但根据需求决定供给的基本经济规律，一定是消费者持有“物美价廉”的消费观念所产生

的相应质量需求，引致了生产者追求“物美价廉”的生产，从而出现了生产者为了讨好消

费者偷工减料以压低产品质量的行为。由此看来，消费观念对产品的质量供给有着决定性

的作用。在以往关于消费观念的研究中，学者们得到的比较一致的结论是：消费观念是决

定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因此消费观念通过影响消费需求，进而对大众媒体的转型、国民

经济的转变等社会的变革有重要影响（郑红娥，2006；王晓玲，2006；陈奕蓓等，2013）。

由此可见，对于先前所提及的社会问题，行业的价格战是因为消费者对低价的渴望所致，

而食品质量的低供给同样源起于消费者因追求低价从而产生的对食品质量的低需求。因此，

我们以往提倡的从供给的角度对行业进行监管，督促其提高生产与管理水平，实现产品

“物美价廉”的思路，似乎也应该进行一下转换，从如何转变人们的观念，并依据需求决

定供给的思想对现有的社会问题的治理进行重新思考。 

总结学者们关于“物美价廉”的观念的研究，发现目前的相关研究结论逐渐朝着“物

美”只能“价高”、传统的观念不该坚持的方向倾斜。但是，关于“物美价廉”的观念是

否能作为引发目前诸多社会问题的原因，它的形成又受那些客观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消

费观念的因素是否会通过影响消费需求进而影响产品质量的供给等诸多问题，目前的研究

都还没有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做更深入的论证。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关系到我们是否应该坚

持“物美价廉”的观念，关系到是否应该投入有限的资源来追求“物美价廉”的理想。因

此，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探明“物美价廉”的观念如何影响需求，并进一步对产品供给产

生影响的问题意义重大。 

鉴于此，本文将以目前让政府监管陷入极大困境的食品安全问题为例，通过理论模型

的推导，梳理了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如何影响食品质量供给的逻辑，探讨了低食品质量需求

引致低食品质量供给的作用机理，并进一步通过实证检验，证明了“物美价廉”的消费观

念确实会导致食品质量的低水平供给从而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的观点，得到了“物美价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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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费观念客观上无法实现两全其美，因此不应该坚持的结论。最后从需求管理的角度对

食品安全问题的治理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余下的章节构成如下：第二部分理论模型；第三部分计量模型；第四部分数据来

源与描述性分析；第五部分实证结果；第六部分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理论模型 

本文通过对范里安（1980）定价模型的变型与改进，从理论推导的层面梳理消费者的

消费观念如何影响食品质量供给的逻辑，探讨低食品质量需求引致低食品质量供给的作用

机理，并构建“观念—需求—质量”模型。 

范里安定价模型讨论了消费者对价格了解程度的不同如何影响卖者定价的问题。该模

型假设：在消费者进行消费的过程中，有一些消费者不知道市场中同类商品的所有卖者的

标价，从而从随机选择的卖者那里购买商品；而另外一些消费者知道市场中所有同类商品

的价格，从而从最低标价的卖者那里购买商品。模型中，知道所有商品价格信息的消费者

会选择购买价格水平最低的同类商品。此时，模型不存在纯策略均衡。比如，如果卖者 A

确切的知道卖者 B 向消费者索要的价格水平高于边际成本，这时卖者 A 就会稍稍的降低价

格以吸引知道所有价格信息的消费者。但如果一些卖者索要的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则另一

些卖者则可以通过向不知道价格信息的消费者索要高价来获取正的利润。此时，模型中的

卖者将会采取混合的价格策略：一方面，以一定概率选择等于边际成本的价格来吸引知道

价格信息的消费者；另一方面，也以一定概率选择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从而在不知道价格

信息的消费者身上获取正的利润。根据以上思路，范里安（1980）假设， N 为卖者数目，

l 为知道价格信息的消费者占消费者总人数的比例，每个卖者的边际成本均为 c ，消费者

对商品的评价为 v，此时，卖者选择价格 p的概率累计分布函数 ( )F p 满足 

 1 1 1(1 ( )) ( ) ( )l ll - - -é ù- + - º -ê úë û
NF p p c v c

N N
 (a) 

(a)式左侧的 1(1 ( )) -- NF p 表示知道价格信息的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概率，乘以 之后即

为所有知道价格信息的消费者对卖者商品的需求量；而1/ N 表示不知道价格信息的消费者

在 N 格卖者中选择某一卖者并购买其商品的概率，乘以1 l- 后即为所有不知道价格信息的

消费者对卖者商品的需求量。故而，左侧表示卖者以概率 ( )F p 选择价格 p 所获得的期望利

润；右侧则表示卖者从知道价格信息的消费者哪里获得零利润，从不知道价格信息的消费

者那里获得的利润为 (1 )( ) /l- -v c N 。 

本文借鉴以上范里安定价模型所提供的思路，探讨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不同如何影响卖

者对产品质量的供给。设对食品质量有较高要求的消费者占所有消费者的比例为

0 1（）l l< < ，则1 l- 即为对食品质量有较低要求的消费者在总消费者人数中所占的比例。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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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问题简化，假设有 2³N 个同质的、风险中性的食品卖者，所销售的食品有高(H)、

低(L)两种质量水平。卖者提供高质量(H)水平食品的边际成本为 0>c ，消费者对其评价为

>v c；卖者提供低质量(L)水平食品的边际成本标被标准化为 0，消费者对其评价不超过边

际成本。也就是说，如果消费者能准确知道食品的质量是低水平的，则购买行为就不会发

生。本文还假设，对食品质量有较低要求的消费者总是从价格水平最低的卖者那里购买食

品。 

因此，如果消费者是同质的，等价于 0l = 或 1l = 。当 0l = 时，所有的消费者都无法

准确了解食品质量的具体水平，因此对食品质量的要求不高，此时卖者就会对其供给 L 水

平的食品，产品的价格为 0；当 1l = 时，所有消费者都能准确了解食品的质量水平，因此

他们对食品质量的要求比较高，此时卖者只能提供 H 水平的食品，定价为 c。Armstrong& 

Chen（2009）借鉴范里安（2008）的思路，证明了当卖者的数量 N 足够大时，市场中会存

在一个纯策略非对称均衡：至少有两个卖者提供食品的价格为 c，质量水平为 H；且至少有

两个卖者提供食品的价格为 0，质量水平为 L。卖者在非对称均衡时获得零利润。 

由此，我们假设每一个卖者是随机的在区间 0[ , ]p v 上选择价格水平，在区间 0[ , ]p v 中存

在一个临界值 1p ，当卖者随机选择的价格水平 0 1[ , )Îp p p 时，销售 L 质量水平的食品；当

1( , ]Îp p v 时，销售 H 质量水平的食品。用 P （其中 0 1£ £P ）表示任意卖者选择“欺骗”

的概率，即卖者以 H 质量水平的价格出售 L 质量水平的产品的概率，也即是当卖者选择的

价格水平 0 1[ , ]( 0)Î >p p p p 时，销售 L 质量水平的食品的可能性。基于上述假设，参考

Armstrong& Chen（2009）对(a)式所示范里安定价模型进行的借鉴性研究，可得 P 是下列

(b)式中的唯一解： 

 
1

11 11 (1 )
1 1

l l
l l

-
-- -æ ö é ù= + -ç ÷ ê ú- -è ø ë û

N
NP c P

P c
 (b) 

(b)式左边是关于 P 的增函数，且取值范围是从零到正无穷；(b)式右边是关于 P 的减

函数，且取值为正。因此，(b)式关于 P 具有唯一解。当 N 足够大时，市场中存在唯一的

纯策略非对称均衡，此时(b)可以近似的改写为如下的形式 

 

1
1

1
1

1,
1
其中

l
l

-

-

-» =
-+

N

N

k cP k
v c

k
 (c) 

当 1l = 时，所有消费者都对食品质量有较高的要求，此时卖者提供的低质量的食品就

无人购买。换一种角度解释，卖者提供的低质量食品只能卖给观念不正确、对食品质量要

求较低的消费者。(b)式和(c)式也显示出：消费者对食品质量的的要求程度，会影响到卖

者提供低质量食品的概率 P 。(c)式两边对 l 求导数有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www.chinafoodsecurity.com | 食品安全治理 | 16 

2
1

1
2 21

0
( 1)( )( 1)

l l

-
-

-

= - <
- - +

N
N

N

dP k c
d

N v c k
 

因此，卖者提供低质量的食品，即选择“欺骗”消费者的概率 P 是对食品质量有较高

需求的消费者在总消费者人数中所占比例 l 的递减函数，即当对食品质量有较高要求的消

费者占比增加，生产者向食品消费市场提供低质量食品的概率就会减少，且当 0l = 时，

1=P ； 1l = 时， 0=P 。综上所述，食品供给者对食品质量的供给由消费者对食品质量的

需求程度所决定。当消费者对食品质量有较高要求时，食品供给者向消费者供给低质量食

品的概率就低；反之，当消费者对食品质量的要求不高时，食品供给者就会倾向于用低质

量的食品来“欺骗”消费者进而从中牟利。进一步的，相关研究表明，消费者对产品质量

的需求受到消费观念的显著影响，而消费观念又会因社会统计学特征、经济状况与时间压

力和消费习惯等方面因素的不同而不同（杨春花，2009；董雅丽等，2010；董雅丽等

2011）。 

在食品质量与食品安全之间关系的问题上，本文认为，食品质量的概念要大于食品安

全。按照 Caswell（1998）对食品质量属性空间的划分，食品安全是食品质量属性空间中

的一个属性，进一步根据钟真（2013）的定义，食品的安全属性对于食品的质量又存在着

“独一无二”的前提性，即：如果安全的属性不达标，则食品其他属性和固有特性的高低

就没有任何意义。参考钟真（2012），这个概念从数学上讲，可以表述为： 

令Q 表示食品的质量，根据 Antle（2000）对食品质量的两分法，Q 由食品的安全性

s 与品质 q 共同决定： 

( , )Q f s q=  

其中 s 是一个二值变量，当食品是安全的，则 1s = ；若食品是不安全的，则 0s = ； q

为一个连续非负变量，则有：当 1s = 时，食品的质量由其品质决定，则Q q= ；当 0s = 时，

食品的品质意义丧失，则 0Q = 。由此，我们实际可以把Q 、 s 、 q 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更

具体的写为： 

Q s q= ×  

可以看到，质量由安全作为“独一无二”的前提所决定。因此，在理性人假设下，没

有人会不顾食品的安全，只一味的追求食品质量的品质。由此，接续前文的证明，本文认

为，由于食品质量由食品安全作为“独一无二”的前提所决定，因此消费者对食品质量的

需求，首要的表现为对食品安全的需求；再由需求决定供给的理论可推断得：生产者对食

品质量的供给首要的表现为对食品安全的供给。 

综上所述，本文建立如图 1 所示的“观念—需求—质量—安全”模型，以反映消费观

念如何通过消费需求对食品质量的供给产生作用，进而对食品安全的供给产生影响。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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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部分将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对该作用机制内部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图 1“观念—需求—质量—安全”模型 

三、实证模型与实证方法 

（一）实证模型：联立方程模型 

本文运用联立方程模型（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来验证图 1 所示关系。在联

立方程模型中，一些方程的因变量可能是另一些方程的自变量，因此，方程组中每个方程

都有一些变量是内生的。具体到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可建立如下联立方程组： 

 0l a m= + G +A  (1) 

 0 1b b l n= + + W +D B  (2) 

0 1g g e= + + Y +P D C  (3) 

首先，本文由理论部分的推导假定，食品质量的供给水平越低，则食品安全的供给水

平就越低。因此，我们的分析将集中于验证消费观念如何通过影响对消费者对食品质量的

需求，进而影响生产者对质量的供给的思路。 

其次，方程(1)考察了影响消费者消费观念的因素。其中，其中 λ 为方程的因变量，

A 为影响消费者消费观念的各项因素的向量，Γ为其系数向量。 

再次，方程(2)考察了消费者对食品质量的需求程度与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之间的关系。

其中，因变量 D 表示消费者对食品质量的需求程度，用于衡量消费者对食品质量要求水平

的高低；自变量 λ 为方程(1)的因变量，代表消费者的消费观念； B 为表示样本基本特征

等自变量的向量，Ω为其系数的向量。 

最后，方程(3)考察了食品生产者提供低质量食品的概率与消费者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

其中，因变量 Ρ 为食品生产者提供低质量食品的概率，也可以同时视为消费者遭遇到食品

安全问题的概率；自变量 D 为方程(2)的因变量，表示消费者对食品质量的需求程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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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衡量消费者对食品质量要求水平的高低，C 表示其他控制变量的向量，Ψ 为其系数向量。

e 、n 、 m 分别为方程(1)、方程(2)和方程(3)的随机误差项。 

（二）实证方法：路径分析法 

传统的单一方程估计法是对联立方程组的每一个方程分别估计，而系统估计法是将其

作为一个系统一起估计。单一方程估计法主要包括普通最小二乘法、间接最小二乘法、二

阶段最小二乘法以及广义矩阵估计法；系统估计法则主要包括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完全信

息极大似然估计法等。但是，这些方法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联立方程组中误差项之间的相关

关系带来的偏误。因此，本文采用路径分析的方法，结合结构方程模型的技术，对本文提

出的联立方程组的实证模型进行计算，以求能够更为准确的估计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对食

品质量的要求程度和生产者提供低质量食品的概率之间的关系。 

路径分析最初由遗传学家 Sewall Wright（1921）提出，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被

广泛的用于多变量之间因果结构模式的探讨。在经济学领域，由于路径分析涵盖了关于变

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相对直接的推导，因此也被经常性的应用于解决联立方程模型的相关问

题（邱皓政等，2009）。根据本文对于理论模型与实证模型的阐述，现依照路径分析的相

关步骤，建立如图 2所示的路径模式（path model）： 

 

图 2 消费者消费观念影响质量需求与质量供给的路径模式 

本文假定：首先，消费者的个体特征、责任意识、选择餐食的主动程度以及选择餐食

的科学程度都会通过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从而影响消费者对食品质量的要求程度，进而

影响生产者提供低质量食品的概率；其次，消费者的个体特征、责任意识、选择餐食的主

动程度和科学程度会直接影响消费者对食品质量的要求；再次，消费者的个体特征和责任

意识会对生产者提供低质量食品的概率有直接影响。 

在对路径模式中各个变量之间关系的具体计算与估计方面，由于联立方程模型中，方

程(1)、方程(2)和方程(3)的因变量都是取不同分值和不同性质变量，因此在每个方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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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因果关系的估计结果在可比性上就存在较大问题。因此，本文采用统计

软件 SAS9.3中 Calis 模块所包含的结构方程技术，在基于最大似然估计的基础上对联立方

程模型中各个变量之间关系的估计值进行标准化，以使得路径模式中所要体现的因果关系

能够具有更强的可比性，从而增加实证结果的可信度。 

四、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由于餐饮经营环节是食品生产者和食品消费者直接对接的环节，因此，本文对餐饮经

营环节的消费者进行随机抽样，以验证餐饮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如何对餐饮业食品质量的供

给产生影响，从而揭示“物美价廉”的消费观念如何导致食品安全问题。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2014 年 10 月-12 月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问卷调查。本次调

查共发放问卷 1139 份，均以网络问卷的形式随机分发给全国范围内的消费者。在所发放的

1139 份问卷中，有效问卷为 1082 份，问卷有效率为 95.00%。本次问卷主要由四个部分组

成：第一部分为样本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为样本对餐饮经营环节的认知程度调查；第三

部分为消费者对餐饮经营环节进行投诉的意向调查；第四部分为消费者就餐习惯和饮食观

念的调查。 

本次调查随机抽取的样本体现出七大特征，如表 1 所示，具体表现为：首先，调查样

本的性别比例比较均衡，男女基本各占一半。其次，样本以已婚人群为主，占比接近七成。

再次，样本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以拥有本科学历的人群为主，占比超过三分之二；拥有

大专学历的人群占比居于次席，约二成；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人群占比不足一成；高中

及以下学历的人群所占比例最小。由于本次问卷涉及消费者对餐饮经营环节的理性认识，

以及他们对现有消费观念的科学判断，因此，拥有相对高较学历的受访人群能够保证对所

提出的问题给予更科学理性的回答。第四，受访者主要来自我国较为发达的城市和地区。

由于本次调研有近四成的问卷来自在天津的调查，因此来自天津的受访者占据了样本的较

大比例。排除调查地选取上的影响，从全国范围的角度来看，来自北京、上海和广东的受

访者占比接近五分之二；来自河北、江苏、浙江、山东和安徽的受访者占比超过四分之一。

发达地区有较为发达的餐饮业，因此他们对餐饮经营环节相关问题的回答也更有依据、更

具代表性。第五，受访者年龄层次年轻化。样本的平均年龄为 30.58 岁，这个年龄段的消

费者正处于事业与消费能力俱佳的时期。具体而言，20-29 岁年龄段的受访者，占比接近

一半；30-39 岁的受访者占比接近四成，位居次席。因此，20-39 岁年龄段的受访者占据了

样本近九成的比例。样本所呈现出的年轻化特征，与我们采用网上问卷调查这种较为时尚

的调查方式有很大的关系。第六，受访者的收入水平较高。样本月收入的平均值为 6402.7

元，其中月收入处于 5000-5999 元区间内的受访者人数最多，占比近五分之一；月收入在

3000-3999 元范围内的受访人群位居次席，约两成；而月收入在 10000 元以上的受访者占

比居第三，将将超过一成。可以看到，一半以上的受访者的月收入集中在 3000-6999 元的

范围内，这部分人群不仅自己有能力享受餐饮服务，而且反映出的意见和观点也能代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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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百姓消费者。第七，受访者每天的工作时间总体正常。调查结果显示，样本每天工作

时间的平均值为 8.2 个小时，属于正常工作时间的范畴。因此，样本的工作强度给受访者

对餐饮经营环节的认识带来的影响能够代表广大普通民众。总体而言，从对样本的基本情

况的分析可知，本次调研随机抽取的样本对所要研究的问题能够体现出良好的代表性。 

表 1 样本基本特征 

统计指标 分类指标 
频数

(人) 
比例(%) 统计指标 分类指标 

频数

(人) 
比例(%) 

性 别 
男 524 48.43 

月收入 

10000 元以上 150 13.86 

女 558 51.57 9000-9999元 33 3.06 

婚姻状况 
已婚 735 67.93 8000-8999元 104 9.61 

未婚 347 32.07 7000-7999元 56 5.18 

文化程度 

初中或以下 2 0.18 6000-6999元 112 10.35 

中专或高中 48 4.44 5000-5999元 187 17.28 

大专 168 15.53 4000-4999元 117 10.81 

本科 778 71.90 3000-3999元 167 15.43 

硕士或以上 86 7.95 2000-2999元 73 6.75 

年龄 

60 岁以上 6 0.56 2000 元以下 83 7.67 

50-59 岁 20 1.85 

每天工作时间 

10 小时以上 27 2.49 

40-49 岁 91 8.44 10 小时 48 4.43 

30-39 岁 415 38.35 9 小时 69 6.83 

20-29 岁 504 46.58 8 小时 796 73.58 

20 岁以下 46 4.25 8 小时以下 142 13.12 

1.消费者遭遇食品安全问题的状况分析 

首先，如表 2 所示，越九成的受访者都担心会在餐厅吃到不干净的食品，绝大部分的

受访者都曾经在就餐时遇到过食品安全问题。这反映出绝大部分消费者都曾经受到食品安

全问题的困扰，体现了当前我国在食品质量供给方面的处于低水平的现实。 

表 2 消费者对餐饮经营环节的认知情况 

您是否担心在餐厅吃饭时吃到不安全的食品？ 频数 比例 

是 1016 93.90% 

否 66 6.10% 

样本总数 1082 100.00% 

您在餐厅就餐时您是否遇到过食品安全问题？（如，昆虫、头发

等异物、食物变质发酸，或者食用后出现身体异常状况等） 
频数 比例 

是 852 78.74% 

否 230 21.26% 



Academic Research 学术研究 

www.chinafoodsecurity.com | 食品安全治理 | 21 

样本总数 1082 100.00% 

其次，虽然受访者对餐饮经营环节中餐食加工的各个过程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担心，虽

然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他们有权利也有必要了解餐食加工的具体过程，但现实中消费者对

餐食加工的具体内容和过程却并不十分了解。如表 3 所示，对餐食加工的具体内容和过程

能够“十分了解”的受访者凤毛麟角，而近六成的消费者对餐食加工具体过程和内容的认

知仅仅处于“略知一二”的水平。从这个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在餐饮经营环节，消费者

与餐饮供应者之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导致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不

仅因为对餐饮经营环节不尽科学的管理与不太完善的监管，而且也在于消费者对食品质量

安全的需求没有在恰当的引导下得到合理的表达。 

表 3 消费者对餐食加工的具体内容和过程的了解情况 

您是否觉得餐饮业餐食加工的各项环节总会有让人不放心之

处？ 
频数 比例 

是 1031 95.29% 

否 51 4.71% 

样本总数 1082 100.00% 

您觉得消费者有必要了解餐厅餐食加工的各个过程吗？ 频数 比例 

有必要，因为我们有权利知道我们吃的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 1016 93.90% 

没必要，只要我们吃完不出问题就没必要花那个精力去了解 66 6.10% 

样本总数 1082 100.00% 

您对之前提及的餐食加工环节的具体内容和过程是否了

解？ 

频数 比例 

一点都不了解 76 7.02% 

略知一二 633 58.50% 

熟知一些内容 215 19.87% 

比较了解 130 12.01% 

非常了解 28 2.60% 

样本总数 1082 100.00% 

2.消费者所持消费观念的分析 

首先，持“物美价廉”观念的消费者占大多数，体现了消费者对于食品的质量与价格

之间的关系的认知与理解程度并不令人满意的现状。更高的质量必须耗费更多的成本，因

此更高的质量必定对应着更高的价格，这是基本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但是，我国消费者

由于长期受到如“物美价廉”等理想主义消费观念的影响，因此对食品的质量与价格之间

的关系的认识呈现出了不合理的状态。如表 4 所示，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达了“物美”

可以“价廉”的理想主义消费观念，而有越七成的受访者会选择“物美”而又“价廉”的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www.chinafoodsecurity.com | 食品安全治理 | 22 

餐厅就餐。这种对质量与价格的非理性判断，导致消费者对食品质量的需求出现扭曲，使

得餐饮企业为了达到“物美价廉”以讨好消费者，从而走上了偷工减料、制假售价和非法

添加与投毒的道路。 

表 4 消费者对“物美”与“价廉”之间关系的认知情况 

关于食品的品质和价格，您赞同以下哪种观点： 频数 比例 

“物美”可以“价廉”，这是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 806 74.50% 

“物美”只能“价高”，因为”物美“需要投入成本 276 25.50% 

样本总数 1082 100.00% 

您倾向于去以下哪种餐厅消费： 频数 比例 

“物美”又“价廉”的餐厅 780 72.09% 

“物美”但“价高”的餐厅 238 22.00% 

“物不美”但“价高”的餐厅 24 2.21% 

“物不太美”但“价也廉”的餐厅 40 3.70% 

样本总数 1082 100.00% 

其次，在对食物的选择方面，消费者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追求自我”的积极主动

的态度。如表 5 所示，若消费者在选择食物时是持“想吃什么吃什么”的态度，即在就餐

时必须吃到自己想吃的东西，则说明消费者对食品的选择上有较为积极主动的需求；而若

消费者在选择吃什么时秉持“有什么吃什么”的态度，则说明消费者在饮食上要求不高，

比较被动，即使自己不想吃，但只要吃了没病，也就可以接受。从调查中可以看到，超过

一半的受访者持“想吃什么吃什么”的积极主动态度，同时也有越四成的受访者是持“有

什么吃什么”的被动观点。总体而言，选择“想吃什么吃什么”的受访者占比略高，但与

选择“有什么吃什么”的受访者占比差别不大，这说明在最终的食物选择方面，目前我国

的消费者呈现出“主动”需求与“被动”需求相互并存的现象，由此也说明了目前我国消

费者在食物的选择上表现出的需求水平参差不齐。 

表 5 消费者在餐食选择上的态度 

在选择吃什么时，您的习惯为： 频数 比例 

有什么吃什么，想办法在现有条件下让自己

吃饱 
472 43.62% 

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办法买到自己想吃的 610 56.38% 

样本总数 1082 100.00% 

再次，有相当一部分消费者在日常饮食中会参考相关的科学膳食指南。在日常饮食时

是否参考科学的膳食指南，体现了消费者餐食需求的养成是否遵循了科学的原则。从表 6

中可以看到，有近五成的受访者表示在日常的饮食中会“参考”相关的科学膳食指南，比

例与选择“不参考”的人群所占比例基本持平。这个结果有些出乎意料，但也恰恰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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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相当一部分消费者在饮食上形成了科学合理的需求。这不仅仅是当今消费者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的具体表现，同时也对餐饮经营环节的质量供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表 6 消费者参考科学膳食指南的情况 

您每天的饮食是否参考科学的膳食指南？ 频数 比例 

是 529 48.89% 

否 553 51.17% 

样本总数 1082 100.00% 

总而言之，从本部份对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可以看到，一方面，目前我国消费者经常遇

到食品安全问题，这说明我国食品生产者对食品质量的供给水平很低。另一方面，当前我

国消费者对食品供给过程的了解还不足，对饮食质量的要求还不高，且在消费观念上还存

在崇尚“物美价廉”的“顽疾”。在接下来的部分，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验证和

解释消费者持有“物美价廉”的观念如何对食品质量的供给产生影响。 

五、实证分析 

1.变量的选取 

因变量的选取方面，首先，本文选取消费者是否赞同“物美价廉”的观点为方程(1)的

因变量。当消费者赞同“物美价廉”的观点时，其对食品质量的认知存在偏差，从而对食

品质量的要求也相应降低，这会诱使食品生产者“投其所好”，以廉价为诱饵向其提供低

质量的食品，从而提高这部分消费者遇到食品安全问题的概率。其次，本文选取“消费者

对食品质量的要求水平”为方程(2)的因变量。根据调查问卷中消费者对就餐时所选取的餐

馆层次以及在外就餐要求等相关问题的回答结果，通过对结果进行评分，最终转化为衡量

消费者对食品质量要求水平的分值，以此作为方程(2)的因变量。再次，本文选取“消费者

是否在就餐时遇到过食品安全问题”为方程(3)的因变量。我们认为，食品生产者提供低质

量食品的概率越大，则消费者遇到食品安全问题的可能性就越高，因此，选择“消费者是

否在就餐时遇到过食品安全问题”作为因变量来衡量食品生产者供给低质量食品的可能性。 

自变量选取方面，首先，对于方程(1)，我们选取了个人特征、费者责任意识、消费者

选择餐食的主动程度和科学程度这四组因素作为自变量。其次，对于方程(2)，我们依照联

立方程组和路径模式选择了“是否赞同‘物美价廉’的观点”为自变量，并同时选择了个

人基本特征、消费者选择餐食的主动程度和科学程度作为自变量。再次，对于方程(3)，我

们根据联立方程组和路径模式选取了消费者对食品质量的要求水平作为自变量，并同时消

费者责任意识作为控制变量。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具体选取情况如表 7所示。 

表 7 变量选取情况 

变量分组 变量 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方程(1)因变量 是否赞同“物美价廉”的观点 是=1；否=0 0.745 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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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2)因变量 对食品质量的要求水平 

回答关于对食品质量要求程度的

六个问题的得分。得分越高，则

对食品质量的要求越高。 

2.516 1.307 

方程(3)因变量 生产者提供低质量食品的概率 

回答关于“是否遇到过食品安全

问题”的得分，得分越高，生产

者提供低质量食品的概率越高。 

0.788 0.409 

个人特征 

性别 男=1；女=0 0.484 0.500 

是否结婚 是=1；否=0 0.679 0.467 

年龄 连续变量 30.585 7.432 

受教育程度 
1 初中或以下；2=中专或高中； 

3=大专；4=本科；5=硕士及以上 
3.831 0.631 

月收入水平 连续变量 6128.997 4791.51 

每天工作时间 连续变量 8.011 2.744 

就餐满意度评价 对目前在外就餐满意度的总体评价 

回答“对目前在外就餐环境的满

意度评价”、“对目前在外就餐

卫生条件的满意度评价”和“对

目前在外就餐满意度的评价”三

个问题的得分。得分越高，满意

度越高。 

2.025 0.338 

消费者选择餐食

的主动程度 
是否持“想吃什么吃什么”的态度 1=是；0=否 0.563 0.496 

消费者选择餐食

的科学程度 
日常饮食是否参看饮食指南 1=是；0=否 0.489 0.500 

对食品生产的了

解程度 
对餐饮食品加工环节的了解程度 

1=一点都不了解；2=略知一二； 

3=熟知一些内容；4=比较了解； 

5=非常了解 

2.447 0.886 

消费者责任意识 是否公开了解到的餐厅“不良”行为 1=是；0=否 0.780 0.414 

2. 估计结果分析 

通过统计软件 SAS9.3对文章所建立的路径模式中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计算与估计，

得到本文所建立模型的拟合情况如下：第一，适合度指数方面，拟合指数

GFI=0.9941>0.90，说明模型具有很好的解释力；正规拟合指数 NFI=0.9746>0.90，表明了

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表现良好，非正规拟合指数 NNFI=0.8714<0.90，说明模型在一

定程度上会受到复杂模型的影响。第二，在替代性指数方面，平均概似平方误根系数

RMSEA=0.0451<0.05，说明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型与完美模拟合的饱和模型之间的差距程度很

小，显示了模型具有相当的理想性。第三，在残差分析指数方面，残差均方根指数

RMR=0.0095，标准化残差均方根指数 SRMR=0.0167<0.08，说明残差含量低，模型拟合度佳。 

通过 SAS 对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估计值进行标准化处理之后，得到路径模式中的各变

量之间的标准化效应（即自变量变化一个标准差单位时所引起的因变量的标准差单位的变

化量）如表 8和图 3所示，具体表现为如下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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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物美价廉”的消费观念会降低人们对于食品质量的要求

水平，从而诱使食品生产者供给低质量的食品。具体而言，赞同“物美价廉”的观点与对

食品质量的要求水平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持“物美价廉”观念的消费者对食品

质量的要求水平相比之下要低近 0.4个标准差单位；而对食品质量的要求水平与生产者供

给低质量食品的概率之间也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消费者对食品质量的要求每提高一个标

准差单位，生产者对其供给低质量食品的概率相比之下就会显著下降近 0.1 个标准差单位，

因此其遇到食品安全问题的概率也就相应降低。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结论：持

“物美价廉”观念的消费者，其对食品质量的要求水平会因此降低，进而增加食品生产者

对其供给低质量食品的概率，导致他们遇到食品安全问题的几率也大幅增加。所以，从本

文的实证结果来看，坚持“物美价廉”的消费观念并不是“接地气”的好事，相反，这会

导致我们走入食品安全问题的地雷阵，是“踩地雷”的行为。 

其次，消费者在食品消费中存在主观与客观上不一致，体现了“物美价廉”的观念客

观上无法实现两全其美的现实。从“性别”自变量对三个方程的影响来看，一方面，在消

费观念上，男性消费者相比之下更倾向于赞同“物美价廉”的消费观念，所以客观上他们

对食品质量的要求不会太高；但另一方面，在对食品质量的要求上，男性消费者相比之下

的统计显著性并不高，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对食品质量有主观上更高的要求。这种主观与客

观不一致的矛盾心理，导致了最后性别因素对食品质量的供给影响效果的不显著。其实，

这种矛盾的心理也正是“物美价廉”的无法实现两全其美的一个直观体现，因为主观上追

求“价廉”必然导致客观上无法“物美”，若还一味的追求“物美价廉”的两全其美，则

主观与客观上的矛盾会使得消费者无法有效的避免生产者对其供给低质量的食品，进而无

法有效避免食品安全问题的困扰。 

再次，消费者的收入对生产者提供低质量食品的概率在总体上有直接的显著正向影响。

如图 3所示，消费者收入对食品质量的供给的影响存在三条路径：第一条影响路径是消费

者的收入对食品质量供给的直接显著正向影响（收入® 质量供给），即消费者的收入每提

高一个标准差单位，会直接地使得生产者供给低质量食品的概率提高 0.08个单位；第二条

影响路径是消费者的收入通过消费观念和对食品质量的要求对食品质量供给产生的间接显

著负向影响（收入® 消费观念® 质量要求® 质量供给），即消费者的收入每提高 1个标

准差单位，会间接地使得生产者向其供给低质量食品的概率降低 0.0019

（ 0.057 0.367 0.090 0.0019- ´ - ´ - = - ）个标准差单位；第三条影响路径是消费者的收入通过

对食品质量要求程度对食品质量供给产生的间接显著负向影响（收入® 质量要求® 质量

供给），即消费者的收入每提高 1个标准差单位，会间接地使生产者向其提供低质量食品

的概率降低 0.012（ 0.132 0.090 0.012´ - = - ）个标准差单位。因此，这三条影响路径形成的

消费者收入对食品质量供给的总效应为： 0.080 0.0019 0.012 0.0661- - = ，即消费者的收入每

提高 1个标准差单位，总体的使生产者向其提供低质量食品的概率提高 0.0661个标准差单

位。这种消费者收入对食品质量供给整体上呈直接显著正向影响的现象，反映出当前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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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会更倾向于选择高收入的消费群体作为低质量食品输出的对象，体现出在我国即使

是高收入的消费者，对食品质量的认识与鉴别也存在不足，从而容易被“欺骗”的现实。

此外，工作时间越长的消费者越容易成为低质量食品的输出对象，这可能是因为消费者每

天的工作时间越长，越没有心思和精力在食品质量上投入更多的关注，从而影响了他们对

食品质量的要求水平，进而给了食品生产者以造假、行骗的可乘之机。我们可以发现，月

收入和工作时间与生产者提供低质量食品的概率之间的显著正向关系与消费者所持有的消

费观念无关，这其中的进一步缘由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的探讨。 

第四，消费者若表现出较强的责任心，则会降低生产者提供低质量产品的概率。公开

所遭遇到的食品安全问题，是消费者提醒其他消费者要在消费时多加注意，不要重蹈覆辙

的有责任心的行为。这种责任心，不仅是对其他消费者身体健康的负责，也是对生产者行

为的有效监督。是否公开所遇到的食品安全问题与生产者提供低质量食品之间存在显著的

负相关关系，说明越是具有责任心的消费者，越能够起到监督生产者的作用，从而约束生

产者的不良生产行为。 

最后，积极、科学的饮食习惯能间接的降低生产者供给低质量食品的概率。具体而言，

一方面，持有“想吃什么吃什么”的积极主动的态度与是否赞同“物美价廉”的观念之间

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积极主动的饮食态度会使消费者不倾向于持有“物美价廉”的观念，

从而提高对食品质量的要求水平，进而降低食品生产者向其供给低质量食品的概率。另一

方面，消费者在日常膳食中是否参考相关饮食科学指南与生产者对其提供低质量食品的概

率从直接与间接路径上都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在日常饮食中若比较注意参考科学的

饮食指导，则消费者越不会持有“物美价廉”的消费观念，从而消费者对食品质量的要求

水平就会提高，进而降低生产者向其提供低质量食品的概率。因此可以看到，消费者养成

积极主动、科学合理的饮食习惯，对于抑制食品生产者供给低质量食品的行为有十分显著

的作用。 

表 8 路径模式中变量间标准化效应的实证结果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方程(3) 方程(2) 方程(1) 

生产者提供低质量

食品的概率 

消费者对食品质

量的要求水平 

赞同“物美价廉”

观点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方程(2)因变量 对食品质量的要求水平 -0.090* -2.30 - - - - 

方程(1)因变量 是否赞同“物美价廉”的观点 - - -0.367*** -11.2 - - 

个人基本特征 

性别 0.057 1.47 -0.014 -0.40 0.098* 2.50 

是否结婚 0.073 1.53 0.003 1.41 -0.003 -0.07 

年龄 -0.147** -3.04 0.051 1.41 0.020 0.40 

受教育程度 0.049 1.20 0.071 1.93 0.038 0.93 

月收入水平 0.080*** 110.6 0.132*** 16.8 -0.057*** -24.3 

每天工作时间 0.099** 2.59 -0.015 -0.42 0.007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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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选择餐食

的主动程度 
是否持“想吃什么吃什么”的态度 - - 0.134*** 3.78 -0.161*** -4.15 

消费者选择餐食

的科学程度 
日常饮食是否参看饮食指南 - - 0.072* 1.96 0.014 0.33 

消费者责任意识 是否公开了解到的餐厅“不良”行为 -0.153*** -3.99 0.059 1.61 -0.006 -0.14 

模型拟合结果 

RMSEA Estimate 0.0451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RMR) 0.0095 

Standardized RMR (SRMR) 0.0167 

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 0.9941 

Bentler-Bonett NFI(NFI) 0.9746 

Bentler-Bonett Non-normed Index(NNFI) 0.8714 

样本总数 1082 

注：*、**、***分别表示在 5%、1%和 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注：*、**、***分别表示在 5%、1%和 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图 3 路径分析的标准化终解路径图（仅显示关系显著的路径）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综合本文分析，总结得到如下六点结论：首先，我国消费者普遍的遭受较为严重的食

品安全问题的困扰，反映出我国的食品质量供给水平低下。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消费者担

心遇到食品安全问题，也有绝大部分的消费者实际的遭遇过食品安全问题，实证分析也体

现了消费者对食品生产加工现状表现出的无奈与信心不足的现状，这都表明我国食品质量

供给的现状令人担忧。其次，大部分消费者在饮食消费方面持有“物美价廉”的理想消费

观念。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达了“物美”可以“价廉”的理想主义消费观念，而有越七

成的受访者会选择“物美”而又“价廉”的餐厅就餐。这种对质量与价格的非理性判断，

导致消费者对食品质量的需求出现扭曲，也给了生产者以制假售价的可乘之机。再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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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推导和实证检验表明，“物美价廉”的消费观念会降低人们对于食品质量的要求水平，

从而诱使食品生产者供给低质量的食品。持有“物美价廉”的消费观念与食品生产者供给

低质量食品之间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关系，具体表现为，消费者如果赞同“物美价廉”的观

念，则其对食品质量的要求水平就低，从而成为低质量食品的供给对象的概率就越大，因

此遇到食品安全问题的可能性就越高。第四，消费者在食品消费中存在主观与客观上不一

致，体现了“物美价廉”的观念客观上无法实现两全其美的现实。客观上因追求“价廉”

体现的对食品质量的低要求，与主观上要求“物美”的对食品质量高的要求之间产生了矛

盾，导致了持“物美价廉”的观念的消费者客观上无法实现“物美价廉”的两全其美，从

而无法有效避免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第五，在消费方面积极主动、讲求科学与富有社会

责任心的消费者能够有效的抑制食品生产者供给低质量食品的行为。实证结果表明，积极

主动、讲求科学与富有责任心的消费者都对食品的质量有较高要求，他们的这种积极正确

的消费态度能够对生产者的食品质量供给形成有效的监督，对质量供给过程中的不良行为

形成有效的抑制，从而保证了食品质量的有效供给。第六，实证结果显示，消费者的年龄、

工作时间和在外就餐习惯等因素对食品质量的供给都存在直接或间接的显著影响。这些直

接或间接的影响，证明了消费者对食品质量的高水平要求可以带来食品质量的高水平供给

的观点，从而构建起了连接“观念—需求—质量”的桥梁。 

根据本文所得结论，现提出以下五点政策建议：第一，必须转变“物美价廉”的消费

观念，从积极主动、讲求科学和培养责任心等方面，塑造新时期的科学消费观。要摒弃消

费中形成的以追求两全其美为内容的消费观念，通过教育、媒体和其他多种渠道，让消费

者科学的认识食品质量与成本投入之间的关系，从而能够在客观上形成对食品质量的合理

要求，进而对食品质量的供给形成正确的引导。第二，要将消费者引入到食品安全的治理

中。我们发现，从传统生产的角度进行全面监管，过程复杂，点多面广，难以面面俱到；

而从消费者需求的角度进行监管，主体明确、目标集中，以需求带动生产，具有牵一发动

全身的作用。因此要积极的将消费者引入到监管中来，重视质量的需求对质量供给的作用，

从而实现以需求促供给，从而助目前陷入困局的食品安全监管以一臂之力。第三，要积极

引导消费者形成科学合理的消费习惯。一方面，有关部门要改善对于消费者的引导方法，

实施诸如改善各类营养膳食指南的措施，以使得消费者不仅能掌握有用的技能，更能掌握

科学的方式和形成正确的观念；另一方面，消费者也要加强自我学习，重视科学意识的培

养，改正重视眼前、重视价格、重视外观的传统观念，并逐渐形成和接受“物美”只能

“价高”、质量需要投资的合理观念，鼓励消费者形成“想吃什么吃什么”的饮食观，使

其得在自身食品消费上能实现“多一点投入，多一份健康”的效果。第四，要加强新媒体

在食品安全治理当中的作用。一方面，新媒体的作用不仅是宣传，更在于引导。要让有责

任心的消费者能够运用新媒体的平台来实行食品安全的监督，这不仅可以使生产经营者的

不良行为得到迅速的曝光，也能使不可信的谣言和不正确的观念在新媒体的过滤、争论中

得到指认和更正，从而实现新媒体应有的引导公众的功能；另一方面，新媒体要加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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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台建设，要让有责任心的消费者的言论有地方可发、有设备可发和有能力可发。第五，

要重视对于消费者需求的研究和开发，建立消费者需求特征的大数据库。要将消费者按照

年龄、偏好、工作性质等特性进行分类，研究每种分类下消费者的饮食习惯，从而准确的

定位出相应分类的消费者所需求的食品及食品的质量水平，进而可以让公众知晓自身的所

属分类以及对于食品质量水平的搭配，从而实现消费者有目的的消费，有效避免盲目消费

所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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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食品安全规制概况 

根据一系列条约成立的欧盟是一个超国家组织。作为独立的法人，以欧盟理事会、欧

盟议会和欧盟委员会为代表的欧盟在条约授权的范围内具有立法权限，其主要的法律手段

包括法规(regulation)、指令(directive)、决定(decision)，他们的区别主要在于法律效力。其

中，法规具有普遍效力，它可以全面且直接适用于所有成员国。指令也具有约束性，要求

成员国必须实现法律规定的目的，但是如何实现这一立法目的则由成员国自行选择形式和

方式。决定只对特定人的具有约束性。 

欧盟对于食品规制的最初权限主要是落实确保粮食安全的共同农业政策和建立保障食

品自由流通的共同市场。为此，欧盟层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指令，意在协调各成员国的食品

规制。然而，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食品安全问题的多发，尤其是疯牛病，以确保公众健康

为目的的食品安全规制日益受到重视。有鉴于此，1992 年修订后的《欧盟条约》赋予了欧

盟规制食品安全的权限，以便确保公众健康和保护消费者。 

欧盟的食品安全立法演变 

当今的欧盟，就严格监管食品安全、实现较高的公众健康和消费者利益保护水平方面

享有盛誉。然而，这些成就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疯牛病危机之前，有关食品安全保障的

规则也是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导向方式确立的或者通过欧洲法院的判例确定。在

2007 年发布的《欧盟食品安全 50 年》一书中，每十年，对于食品规制尤其是食品安全规

制，既有变化又有新的挑战。根据书中所述，食品领域在这 50 年里的发展既有积极的一面

也有不利的一面。就积极意义来说，持续的经济发展丰富了食品的消费。但是，消费者时

不时地被食品安全事故所困扰。 

概括来说，20 世纪 50 年代，对于刚成立的欧盟来说，其着眼点主要是确保充足的食

品供应以及建立共同市场从而确保食品的自由流通。就食品安全而言，当时的主要问题是

动物健康。因此，欧盟层面开展了兽医检查立法，意图通过控制动物性疾病确保动物健康

以及动物产品的安全。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食品供应链的延伸和复杂化，微生物污染食

品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多，以至于食品卫生问题备受关注，尤其是食品中毒。为了应对这一

问题，欧盟在 1964 年针对鲜肉制定了第一条卫生指令。此后，卫生指令的覆盖范围又扩展

至了其他食品产品，如禽肉类、蛋产品等。尽管这些卫生指令的适用对于确保食品卫生非

常重要，但是这种应对式的立法方式不足以确保日益增多的食品安全问题。有鉴于此，

2004 年对卫生立法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制定了“卫生法规”，通过替代纷繁复杂的各类卫

生指令，一个协调、简化和全面的卫生规则得以实现。 

20 世纪 70 年代，食品消费因为技术和食品贸易而有了长足发展。然而，结果是其既

给消费者带来了便利也同时带来了新的困扰。例如，大量化学物质被用于生产食品，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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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采取了诸多措施，如针对一些农药残留规定最大的限量值。可是成员国内部落实的

不同措施对食品在欧盟内部的自由流通构成了贸易壁垒。而就食品贸易而言，为了便于食

品的流通，欧盟最初是制定了针对食品成分组成的指令，而为了确保食品的自由流通，第

戎案件的判例确定了互相认可原则。此外，对于进口食品，1979 年建立了食品快速预警机

制，其为主管成员国的信息分享提供了有效平台，包括某一食品具有健康风险时的信息告

知以及针对确保食品安全措施的经验交流。 

20 世纪 80 年代，食品安全问题的持续出现使得食品安全替代了长久存在的粮食安全

问题。最终于 1996 年爆发的疯牛病危机无疑成为了欧盟食品安全监管史上的一个沉重教训。

为了重新获得消费者对于食品行业和官方控制的信心，欧盟对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进行了彻

底的改革，包括制定一部基本的食品法，即 2002 年的《通用食品法》。 

尽管上述问题导向的立法也为确保食品安全做出了贡献。但是，疯牛病危机的爆发无

疑说明了上述这一立法模式的不足之处。作为回应，欧盟对食品安全立法进行了改革，并

通过 2002 年实施的《通用食品法》这一法规重塑了欧盟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值得指出的

是，通过法规的模式，《通用食品法》在成员国的实施具有完整性和直接性，而且，这样

的立法模式也有利于增进立法的透明度，避免法律转换中的迟疑或不正确，因此有利于提

高欧盟内部食品安全规制的一致性。换而言之，所有的欧盟成员国都要遵守这一基本法的

规定。 

作为一部基本法，这部法律包括以下特征。第一，在层级化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中，

《通用食品法》扮演着“宪法”的角色。作为法律体系的基础，其针对风险预防、信息、

进出口的基本义务、追溯的基本要求、食品从业者和主管部门的责任作出了规定。第二，

这一新的食品法通过食品全程链的方式实现了从农场到餐桌的全程监管，包括初级阶段、

生产、加工、流通环节以及出口。尽管食品的定义在欧盟法律中有所限制，但《通用食品

法》同时包含了对饲料的规定，而这意味就动物源性食品而言，其安全保障真正从源头抓

起。将饲料排除在食品的定义中但又将其置于食品法的规范中，其意义正如《通用食品法》

所述，食品法定义的广泛性是为了通过全面和整合的方式确保食品安全。因此，就食品供

应链而言，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农场中确保食品安全的源头是动物饲料。第三，通过落实风

险分析和风险预防原则，欧盟从风险规制的角度入手对食品安全实施监管。作为先锋，欧

盟的诸多经验值得借鉴。例如，其独特之处就在于通过成立欧盟食品安全局，实现了风险

评估和风险管理的分离。 

随着《通用食品法》的实施，欧盟还运用了横向方式完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而这意

味着协调那些针对所有食品的规则，从而确保公众健康或保护消费者利益。就横向立法，

卫生法规的改革最能说明从纵向立法向横向立法转变的优势。最早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

多个不同指令间的不一致性就给执法造成了困难。此外，随着发展，食品卫生问题不再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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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工厂的卫生环境，而主要是指微生物的污染。有鉴于此，新制定的食品卫生法规推动

了通过落实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体系确保以风险预防为基础的规制。 

当横向立法是针对所有食品制定规则时，所谓的纵向立法则是针对某一类食品的具体

规定。最好的例子就是针对不同食品制定的成分立法。尽管这样的立法缺乏灵活性，但是

这一方式的运用也有其必要性。例如，鉴于疯牛病危机的教训，欧盟针对牛的识别和其肉

类产品的标识制定了新的规定。此外，欧盟还特定针对动物源性食品做出了规定。例如，

在一般食品卫生和官方控制的法规之上，又有针对动物源性食品的食品卫生和官方控制的

法规。 

此外，一并使用横向和纵向立法手段也有利于在制定基本规则的同时进一步细化一些

具体规则。例如，一些事项对于确保食品安全而言是基本的，但是这些事项也可以进一步

细化。如针对食品添加剂的规则就是采用了“横向与纵向并用的立法模式”。就横向立法

而言，针对食品添加剂也制定了经协调的横向的基本法规。在此之下，纵向法规包括针对

着色剂、甜味剂等的细化规定，包括它们的许可名录和使用条件。 

单一机构为基础的风险分析体系 

在成为食品法的一项法律原则之前，欧盟已经逐步地在其决策中运用科学，从而为决

策提供科学依据。就食品领域中的科学作用而言，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在涉及食品安全

的问题中运用科学建议。然而，食品安全问题的爆发，尤其是疯牛病危机，使得欧盟意识

到应该有序地应用风险分析这一结构化的决策体系，尤其是确保风险评估的独立性。因此，

当 1997 年对负责消费者保护的第 XXIV 总局(现称为 SANCO 总局)进行重组时，一并对其

管辖范围内的科学委员会进行了重置。随后，2002 年的《通用食品法》进一步规定成立欧

盟食品安全局，这一部门是针对风险评估以及构建风险分析框架而设立的。 

就风险评估而言，欧盟食品安全局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共同体就直接或间接影响食品和

饲料安全的立法和政策提供科学建议以及科学技术支持。由于欧盟食品安全局具有独立的

法人人格，其成立对于风险评估的运用具有深远的影响。就其组织结构而言，欧盟食品安

全局主要有三个职能部门：行政方面，由负责决策的管理委员会和负责日常工作的执行主

任构成；科学咨询方面，咨询论坛成立的目的在于通过欧盟食品安全局和其成员国的对应

机构之间的交流促进科学合作；科学方面，多个常设科学小组在其职能范围内开展风险评

估工作，而科学委员会则是负责总体协调以确保科学意见形成中的一致性。 

对于工作程序，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欧盟对于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职能的设置是平行

而非“风险管理模式”的隶属关系。也就是说，除了按照传统的程序进行风险分析，即根

据风险管理者的要求由风险评估者对涉及的风险进行评估之外，风险评估者本身可以根据

事先预设的程序就涉及的安全问题开展评估工作并自行将结果告知公众以及开展相关的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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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风险管理而言，食品供应链和动物健康常设委员会的成立取代了原先的食品常设委

员会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委员会，如动物营养常设委员会，其作用是协助欧盟委员会针对

食品供应链的各阶段设立食品安全保障措施。食品供应链和动物健康常设委员会由成员国

的代表组成，为了处理所有相关的问题，其进一步根据以下主题分为了八个机构，分别针

对《通用食品法》、食品供应链中的生物安全、食品供应链中的毒理安全、控制和进口条

件、动物营养、转基因食品和饲料及环境风险、动物健康和动物福利、植物药。值得一提

的是，作为规制委员会，其决策应该遵循规制程序。 

鉴于整个风险分析的过程都应该开展风险交流，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环节都构建了交

流机制。在风险评估阶段，上述提到的欧盟食品安全局与其成员国对应机构之间的咨询论

坛就可以针对潜在风险进行信息搜集以及知识汇集。此外，欧盟食品安全局还在 2005 年建

立了利益相关者咨询平台，从而便于向食品供应链中的各类利益相关者组织搜集建议。在

风险管理中，欧盟委员会应针对食品安全、饲料安全、食品和饲料标识立法和说明等问题

向新成立的食品供应链和动植物健康咨询小组进行咨询。该咨询小组的成员由来自于农业、

食品行业、零售业、消费者等组织的利益相关者构成，是欧盟层面的咨询体系，其工作便

利了欧盟委员会与相关组织就食品安全政策的咨询工作。 

欧盟的多层官方控制体系 

根据欧盟《官方控制法规》，官方控制是指主管部门为核查食品法及动物卫生和动物

福利规定合规情况而实施的任何形式的监管活动。对于确保食品安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

都有着各自的职责，包括食品从业者、国家主管部门和欧盟委员会。因此，他们的相互合

作构成了欧盟多层级的控制体系。相对于食品从业者根据相关的卫生法规通过落实危害分

析和关键控制点体系实施的自我规制，官方控制包含了两个层级，包括第一层级由国家主

管部门开展的官方控制，其目的是确保食品从业者符合食品法律的要求，如卫生规则。第

二个层级是由欧盟开展的官方控制，其目的是对国家的官方控制开展审计，从而确保后者

确实在其国家范围内履行欧盟的法规、指令。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欧盟的官方控制中的层

级关系是纵向安排，但是欧盟设立的主管部门——食品和兽药办公室(Food and Veterinary 

Office，FVO)并不是控制者而是审计者。因此，欧盟的食品安全规则还是由成员国的主管

部门执行，欧盟的角色仅仅只是监督前者的履行情况。为了确保独立性、客观性、等同性

和有效性，欧盟委员会和成员国都改进了官方控制。 

欧盟层面的机构重组 

对于欧盟的机构，欧盟委员会负责日常的管理，包括落实欧盟政策、执行欧盟法律。 

为了履行这一职责，其内部又设置了诸多被称为总局(Directorate-General，DG)的部门

和服务机构分别负责不同的职能。一直以来，食品监管涉及多个目标，包括共同农业政策、

内部市场建设和公众健康保护。因此，第三行业总局、第五健康总局、第六农业总局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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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消费者保护总局都涉及食品监管的职能。比较而言，第三总局和第六总局在食品领

域内非常强势，而第二十四总局则较为弱势，其结果就是欧盟在执行相关政策和法律时以

经济发展为优先目标。然而，疯牛病危机的爆发反映出了这一组织结构在安全保障方面存

在的问题，即部门之间的责任推诿和无法开展联合行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欧盟决定将

公众健康保护相关的权能整合在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内，为此，第二十四总局进行了重组

并由其单独负责消费者保护的事宜。 

就内部的机构设置来说，所有与食品安全相关的职能都整合到了第二十四总局。由于

其他的总局，包括第三总局和第六总局都在职能的履行中涉及经济利益，因此，第二十四

总局的整合有利于通过欧盟的单一机构负责食品安全，从而避免利益冲突。在这个方面，

原本由农业总司负责的欧盟兽药和植物卫生检疫和控制办公室也划分到了第二十四总局，

并由其负责在成员国和第三国开展工厂内的检查。目前，该机构已经更名为食品和兽药办

公室。此外，第二十四总局也更名为消费者政策和消费者健康保护总局，其主要工作包括

确保欧盟内销售的食品和消费产品符合安全标准，欧盟内部市场的运作使消费者从中收益

以及欧盟努力致力于提升和保护公民健康。 

作为开展官方控制的主管部门，欧盟食品和兽药办公室通过审计、检查以及相关的活

动执行以下任务，包括欧盟内以及向欧盟出口的第三国对欧盟食品安全和质量、动物健康

和福利以及植物健康法律的遵守情况，协助发展欧盟政策和有效的针对食品安全、动物健

康和福利以及植物健康控制体系、告知利益相关者审计和检查的结果。随着欧盟《官方控

制法规》的执行，控制体系的框架已经建立健全。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欧盟的食品和兽

药办公室并不是一个规制机构，因为其并不直接执行欧盟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要求而是对

成员国的执行情况进行审计。 

对于食品安全相关决策，食品供应链和动物健康常设委员会起着关键的作用，并协助

欧盟委员会的相关工作。其成员由成员国的代表以及欧盟委员会的代表构成，根据欧盟的

委员会体系，该委员会是一个规制性的委员会，这意味着在欧盟范围内执行相关措施时他

们具有监管责任。然而，疯牛病的报告指出，政府机构管理无效的一个问题就是欧盟的委

员会体系缺乏透明性，因此无法在理事会、欧盟委员会和相关常设委员会之间进行有效的

责任分配。有鉴于此，食品供应链和动物健康常设委员会在重组后，取代了原先的食品常

设委员会和其他相关的一些常设委员会，其目的就是它能够以更为简单、告知性的规制程

序履行其执行权力。 

成员国层面的官方控制 

在吸取疯牛病危机的教训后，许多成员国都重新整改了他们的控制体系，以便强化食

品安全的保障工作。尽管《通用食品法》对此做出了基本规定，但是成员国依旧有权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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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控制体系，包括针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但前提是这些处罚应该是有效、适宜和

劝告性的，且能执行食品法律的规定以及监督和确保食品供应中的从业者符合相关规定。 

为了开展官方控制，控制体系的一个环节就是设立主管部门。由于政治体系和法律体

系的差异，成员国的组织安排也有不同。有的成员国是采用单一体系的，也有成员国是采

用多部门体系。 

作为实行单一机构规制食品安全的典型，爱尔兰食品安全局成立于 1998 年，作为一个

独立的机构，其目的在于确保在爱尔兰生产、流通和销售的食品符合最高的食品安全标准

以及食品安全相关立法的要求。比较而言，这是一个规制机构，其可以开展官方控制，并

支持农业部和卫生部有关食品政策和立法的工作。在与农业部的配合下，由其制定了现行

的跨年国家控制计划，时间从 2012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相应的，爱尔兰食品

安全局作为主管部门全权负责食品法在爱尔兰的执行。为此，它可以和官方机构签订合同，

监督他们的工作并向主管部门报告。 

同样的，法国也设立了独立的机构——国家食品、环境和工作安全局，来负责食品安

全的风险评估。作为一个科学机构，其成立的目的在于确保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分离。 

就风险管理来说，法国的模式是多部门体系。其中，农业部下面的食品总局负责食品

的安全和质量、动物的健康和福利以及植物的保护和健康。作为官方控制的执行手段，食

品总局针对食品污染执行多项监测和控制计划，并对所有食品供应链体系中的场所开展控

制。 

此外，竞争、消费和反欺诈总局也对其他食品和流通及消费环境开展官方控制，以及

健康总局负责饮用水的质量控制。 

有关官方控制的协调框架 

尽管各成员国对官方控制的组织安排都不尽相同，但还是通过一些基本规则的设定对

成员国的官方控制进行了协调，从而确保主管部门的设置可以避免利益冲突，在实验室、

有经验的工作人员、适宜的器材、足够的法律权限、控制计划和食品从业人员的合作下开

展有效和适宜的官方控制。 

此外，为了协调欧盟的官方控制，有关食品安全的白皮书建议通过以下三方面的安排

改善欧盟层面的执行情况。第一个方面是在欧盟层面设定执行标准，由成员国的主管部门

执行。而这些标准是食品和兽药办公室在对成员国开展审计时的参照标准，从而确保审计

工作的一致性和完整性。第二个方面是制定欧盟的控制指导。这些指导可以促进现有成员

国的战略，明确风险预防的优先目的和最为有效的控制程序。欧盟战略应该以全面、整合

的方式实施这些控制。而这些指南也为制定执行记录系统、控制行动结果以及设定表现参

数提供意见。第三个方面是发展和实施控制体系时促进行政合作，包括成员国之间通过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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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和执行现有法律框架的互相协助。此外，上述合作也包括诸如培训、信息交流、长期战

略考量等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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