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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部監督司關於公開徵求對《新資源食品管理辦法》（徵求意見稿）等
4 個部門規章意見的函
-------------------------------------------------------------------------衛監督食便函[2004]144 號

衛生部監督司關於公開徵求對《新資源食品管理辦法》（徵求意見稿）等
4 個部門規章意見的函
各有關單位：
根據《食品衛生法》和《衛生部衛生立法工作管理辦法》的有關規定，我
司組織有關單位起草了《新資源食品管理辦法》（徵求意見稿）等 4 個部
門規章，現徵求你單位意見。請將意見於 11 月 1 日前按以下方式回饋我
司食化處。
多謝支持。
聯繫人：張旭東、謝楊
電子郵件：food@moh.gov.cn , xy@jdzx.net.cn
傳真：68792408，64047878-2175
聯繫電話：68792407，64047878-2168
附件：1、《新資源食品管理辦法》（徵求意見稿）
2、《食品營養標籤管理辦法》（徵求意見稿）
3、《健康相關產品國家衛生監督抽檢規定》（徵求意見稿）
4、《食品衛生管理員規範》（徵求意見稿）
二○○四年九月三十日
抄送：各省、自治區、直轄市衛生廳局法監處

附件 1
新資源食品管理辦法(徵求意見稿)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加強對新資源食品的管理，保證消費者的健康，根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衛生法》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新資源食品系指在我國新發現、新研製（含
新工藝和新技術）或新引進的無食用習慣或僅在個別地區有食用習慣的食
品或食品原料。包括：
（一） 新發現的無食用習慣或僅在個別地區有食用習慣的動物、植物和
礦物及其提取物。

（二）新發現的無食用習慣或僅在個別地區有食用習慣的微生物及其提
取物或代謝產物以及在食品加工過程中使用的微生物新菌種。
（三）傳統食品可食部分的提取物。
（四）新合成或改造的擬用作食品的成分。
（五）食品在生產或加工中使用了新工藝（包括生產和儲存方式等），導
致其原有食品特徵部分或完全改變，或賦予新的特徵。
（六）利用現代生物技術生產或改造的動物、植物、微生物及產品，導
致其原有特徵部分或完全改變，或賦予新的特徵。
（七） 我國無食用習慣的進口的食品或食品原料。
（八） 符合新資源食品要求的其他食品或食品原料。
列入國家動植物保護名單的野生動植物不能作為新資源食品。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于新資源食品的生產經營和使用。
第四條 衛生部對新資源食品實行審批制度,適時公佈《可作為普通食品管
理的新資源食品名單》及《新資源食品批准證書》、新資源食品名單。
第二章 審 批
第五條 凡未列入《可作為普通食品管理的新資源食品名單》的新資源食
品,必須獲得衛生部批准後方可生產經營或者使用。
第六條 申請生產或者使用新資源食品的，應當向衛生部提出申請，並按
照衛生部的要求提交相關材料。
第七條 衛生部應當自受理新資源食品申請之日起 20 個工作日 內作出是
否批准的決定。
第八條 衛生部對批准的下列新資源食品發給《新資源食品批准證書》：
（一）新發現的動物、植物、礦物、微生物提取物或微生物代謝產物；
（二）新合成或改造的擬用作食品的成分。
《新資源食品批准證書》批准文號格式為：衛新食准字（）第 xx 號；進
口的批准文號格式為：衛新食進准字（）第 xx 號
第九條 衛生部對批准的下列新資源食品公告名單及相關內容：
（一）新發現的動物、植物、礦物、微生物或在食品加工過程中使用的微
生物新菌種。公告內容包括：名稱（對微生物要公告其種屬、菌株號等）、
特徵（動物、植物和微生物需公告生物學特徵，礦物需公告化學結構特
徵）、食用部位、使用量和使用範圍；
（二）傳統食品可食部分的提取物。公告內容包括：名稱、使用量、使
用範圍、提取工藝和品質規格標準；
（三）食品生產或加工過程中用新工藝。公告內容包括：工藝名
稱、生產工藝流程、技術參數和應用食品加工範圍。
第十條 衛生部將根據新資源食品的特性和安全食用情況在使用一定時
間後適時列入《可作為普通食品管理的新資源食品名單》。
第十一條 《新資源食品批准證書》的有效期為 4 年。有效期滿前 6 個月，
生產企業或者進口代理商應當向衛生部提出換發批准證書的申請，並提交
相關材料。獲准換發的，批准證書沿用原批准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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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產經營
第十二條 生產企業或進口代理商在生產經營衛生部公告名單的新資源食
品時，應當向所在地的衛生行政部門備案。
第十三條 新資源食品生產企業必須符合食品企業通用衛生規範的要求。
第十四條 新資源食品生產企業必須取得衛生行政部門發放的衛生許可證
後方可從事新資源食品生產。
第十五條 新資源食品的生產經營和使用應當符合衛生部公告名單和批准
證書的有關內容。不得改變其使用量和使用範圍。
第十六條 食品加工企業在購入新資源食品時，應當索取衛生部《新資源
食品批准證書》或公告的影本和產品檢驗合格證明。凡未經衛生行政部門
批准的新資源食品,不得作為食品的原料生產經營。
第四章 標識、說明書
第十七條 新資源食品標籤應當符合國家有關食品標籤衛生標準和要求，
根據新資源食品特性標明名稱、來源、生產工藝、使用量、使用範圍和適
宜人群等，可以標注“新資源食品＂字樣和批准文號。
對用新資源食品作為原料生產的食品，該食品標籤中應標注所用新資源食
品名稱和使用量。
第十八條 新資源食品的標籤和說明書禁止以任何形式宣傳或暗示療效及
保健作用。
第五章 監督管理
第十九條 縣級以上衛生行政部門應當對新資源食品的生產經營和使用情
況進行監督抽查。
第二十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的，衛生部可以對已經批准的新資源食品進行
重新審核：
（一）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對原料審批的新資源食品在認識
上發生改變的；
（二）新資源食品的來源、用途、應用範圍、生產工藝等受到質
疑的；
（三）新資源食品監督和監測工作需要。
經審核不合格的，由衛生部從公佈的名單中撤除或撤銷其《新資源食品批
准證書》。
第二十一條 對新資源食品生產經營者的日常衛生監督管理，由地方人民
政府衛生行政部門按照《食品衛生法》及有關規定執行。
第六章 罰 則
第二十二條 生產經營未經衛生部批准的新資源食品，由縣級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衛生行政部門按《食品衛生法》第四十二條的規定，予以處罰。
第二十三條 新資源食品的標識或者產品說明書上不標明或虛假標注名
稱、來源、用途、應用範圍、使用量、生產工藝等事項的,由縣級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衛生行政部門按照《食品衛生法》第四十六條的規定，予以處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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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違反《食品衛生法》或其他有關衛生要求的，依照相應規定
進行處罰。
第七章 附 則
第二十五條 新資源食品安全性毒理學評價按照國標 《食品安全性毒理學
評價程式和方法》-GB/T 151931.1－21-2003 進行。
第二十六條 新資源食品的安全性毒理學評價檢驗機構由衛生部認定。
第二十七條 本辦法由衛生部解釋。
第二十八條 本辦法自 xxxx 年 xx 月 xx 日起實施，1990 年由衛生部頒佈
的《新資源食品衛生管理辦法》同時廢止。
附件：新資源食品申報材料要求

附件：
新資源食品申報材料要求
一、申請在我國新發現的無食用習慣或僅在個別地區有食用習慣的動物、
植物和礦物及其提取物衛生行政許可的，應提交下列材料（原件 1 份，影
本 4 份）：
（一）申請表；
（二）省級衛生行政部門初審意見（國產）；
（三）名稱、來源（地理學、食用部位）、特徵（動物和植物需提供生物
學和生態學特徵，礦物需提供化學結構特徵）及動植物養殖、種植和野生
情況；
（四）用途、應用範圍和人群可能的最大攝入量及計算依據；
（五）檢驗報告，包括：
1、省級以上衛生行政部門認定或認可的檢測機構出具的全成分（包括營
養素、生物活性物質及潛在的有毒有害物質等）檢測報告；
2、省級以上衛生行政部門認定的檢測機構出具的安全性毒理學評價報告
和三批產品的衛生學檢驗報告；
（六）國內外的研究利用情況和相關安全性研究資料及人群安全食用情
況；
（七）產品樣品；
（八）標籤和/或說明書；
（九）有助於申報的其他材料。
二、申請新發現的無食用習慣或僅在個別地區有食用習慣的微生物或在食
品加工過程中使用的微生物新菌種衛生行政許可的，應提交下列材料（原
件 1 份，影本 4 份）：
（一）申請表；
（二）省級衛生行政部門初審意見（國產）；
（三）來源、名稱（包括種屬、拉丁文名稱、菌株號等）；
（四）培養條件資料(培養基、培養時間和培養溫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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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藏方法、復壯方法及傳代次數；
（六）檢驗報告，包括：
1、衛生部認定或認可的檢驗機構出具的菌種鑒定報告；
2、省級以上衛生行政部門認定的檢驗機構出具安全性毒理學評價報告
(包括毒力試驗)；
3、可能產生細菌毒素、抗菌素或真菌毒素的微生物還應出具由省級以上
衛生行政部門認定的檢驗機構有關細菌毒素、抗菌素和真菌毒素的檢測報
告；
4、 真菌及其菌絲體應提供衛生部認定或認可的檢驗機構出具的全成分分
析報告，菌絲體還應提供省級以上衛生行政部門認定的檢驗機構出具的三
批菌絲體衛生學檢驗報告；
（七）經過馴化、誘變的微生物，應提供馴化、誘變的方法及馴化劑、
誘變劑等資料；
（八）用途、使用範圍，直接食用的微生物需提供人群可能的最大攝入
量及計算依據；
（九）國內外的研究利用情況和相關安全性研究資料及人群安全食用情
況；
（十）產品樣品；
（十一）標籤和/或說明書；
（十二）有助於申報的其他材料。
三、申請新發現的動物、植物、礦物、微生物的提取物或微生物的代謝產
物、傳統食品可食部分提取的某一或某類成分、新合成或改造的擬用作食
品的成分衛生行政許可的，應提交下列材料（原件 1 份，影本 4 份）：
（一）申請表；
（二）省級衛生行政部門初審意見（國產）；
（三）名稱、提取物供體的基本背景資料（包括菌種鑒定資料）和提取
部位及合成或改造成分的原料來源和品質標準；
（四）用途、使用範圍和人群可能最大攝入量及計算依據；
（五）對傳統食品可食部分的提取物還應提供提取物在傳統食品中的含
量以及人群可能的最大攝入量及計算依據；
（六）生產、提取或合成工藝及產品品質標準；
（七）檢驗報告，包括：
1、省級以上衛生行政部門認定或認可的檢驗機構出具的提取物或合成物
的純度及可能存在的雜質的檢測報告；
2、省級以上衛生行政部門認定的檢驗機構出具安全性毒理學評價報告和
三批衛生學檢驗報告；
（八）純度較高的物質應提供其化學結構和理化性質資料；
（九）國內外的研究利用情況和相關安全性研究資料及人群可能的最大
攝入量及計算依據；
（十）產品樣品；
（十一）標籤和/或說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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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有助於申報的其他材料。
四、申請食品生產或加工過程中用新工藝衛生行政許可的，應提交下列材
料（原件 1 份，影本 4 份）：
（一）申請表；
（二）省級衛生行政部門初審意見（國產）；
（三）工藝名稱、流程和技術參數；
（四）應用該工藝生產和加工食品的範圍；
（五）工藝可能導致食品的成分變化（包括營養素、生物活性物質及潛在
有毒有害物質等）的分析檢測報告；
（六）省級以上衛生行政部門認定的檢驗機構出具的該工藝生產的代表
性食品的安全性毒理學評價報告和衛生學檢驗報告；
（七）該工藝在國內外食品生產中的應用資料；
（八）使用該工藝生產的產品樣品；
（九）標籤或說明書；
（十）有助於申報的其他材料。
五、申請進口的新資源食品衛生行政許可的，應提交下列材料（原件 1
份，影本 4 份）：
根據所申報的新資源食品特性除按照第一、二、三、四種情況提供相應的
資料外，還要提供生產國（地區）政府或相關部門出具的允許在本國生產
和銷售的證明或該食品在生產國的傳統食用歷史證明材料，並提供有關標
準。
六、到期需要申請延續健康相關產品衛生許可的，應提交下列資料（原件
1 份，影本 2 份）：
（一）新資源食品衛生許可批件；
（二）新資源食品的銷售量、銷售範圍；
（三）人群食用該新資源食品後的安全性反應資料。
七、補充資料時，應提供如下材料（原件 1 份）：
（一）評審意見通知書；
（二）補充材料。
八、申報單位申請變更衛生許可批件的，應符合衛生部有關規定，應向衛
生部提出申請，填寫衛生許可批件變更申請表，出具變更說明，並提供衛
生許可批件原件，並根據下列情況提交相關材料（原件 1 份）：。
（一）申請變更生產企業名稱（包括自身變更、被收購或合併等）、生產
企業位址的國產產品還應出具當地工商行政管理部門的證明檔、生產企業
許可證影本。
進口產品，應提供生產國政府有關部門或認可的機構出具的相關證明檔，
其中，企業間的收購、兼併提出變更生產企業名稱的可以提供變更前生產
企業和擬變更生產企業雙方簽訂的收購或兼併合同的影本。證明文件需翻
譯成中文，中文譯文應有中國公證機關的公證。
（二）申請變更產品名稱的，除商標可以變更，其他不可變更。申報單位
元應提供原申報單位元出具的產品名稱變更說明，申報單位或生產企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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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省級衛生行政部門出具的該產品近兩年內未受過查處、通報的證明。
（三）變更有效期的還需提供穩定性檢驗報告。變更適用範圍和使用方法
的應提供相應的檢測報告。

《新資源食品衛生管理辦法》修訂說明
現行的《新資源食品衛生管理辦法》是 1990 年頒佈實施的，十幾年來，
對規範我國新資源食品管理，提高食品衛生水準，保障消費者健康發揮了
積極的作用。但是，隨著食品新工藝、新技術的不斷發展，現代生物技術
在食品工業中的應用即轉基因食品的出現，新資源食品的概念和含義需要
拓展。此外，隨著我國加入 WTO，食品貿易的國際化，新資源食品的定
義也需要與國際接軌。為此，2003 年年底，衛生部法監司將修改《新資
源食品衛生管理辦法》的工作交由中國 CDC 營養與食品安全所承擔。2004
年 2 月和 3 月間，營養與食品安全所組織有關從事食品毒理學、食品微生
物學、食品衛生標準和法規工作的專家多次對《新資源食品衛生管理辦法》
的修訂內容反復討論，並於 2004 年 3 月將修訂稿正式上報法監司。2004
年 4 月，法監司又將此稿轉中心再次修改。2004 年 5 月，中心分別徵求了
北京、天津、上海、湖北、廣東和營養與食品安全所等部分專家的意見後，
在 7 月上旬，又與營養與食品安全所及食化處有關專家、領導進行了討論
和修改，最終完成了《新資源食品衛生管理辦法》修訂稿。現就修訂稿的
幾個主要問題說明如下：
一、 修訂思路
經過與有關專家和衛生部法監司領導多次討論，確定了以下修訂
原則：
一是總結這些年來新資源食品管理工作的情況，根據實際需要，並參考國
際上其他一些國家有關新資源食品管理規定的基礎上，進一步修訂和完善
新資源食品的的概念，範圍及其管理模式，使其更具有可操作性、更有效
率。
二是針對目前新資源食品生產監管薄弱的情況，修訂時要進一步規範新資
源食品的生產經營行為，取消試生產，提高企業的生產條件，明確規定新
資源食品生產企業應符合 GMP 的要求，以保證其產品生產品質。
三是針對各地監督中發現新資源食品宣傳療效及保健作用的情況，修訂時
增加對新資源標識、說明書的要求，明確產品不得宣傳任何保健作用和療
效，以區別于藥品和保健食品。
二、 修訂的主要內容
（一）關於新資源食品的定義和範圍。修訂後的新資源食品定義與現行的
定義最大的區別：一是明確了“新研製＂包含新工藝和新技術的內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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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規定了新資源食品的範圍，包括 8 類。修訂是考慮，如果以食品新資源
生產的食品作為新資源食品的定義，新資源食品的種類可能會很多，可能
會給監管帶來混亂，因此在參考歐盟和加拿大新資源食品定義、分類的基
礎上，根據專家的建議，作出了上述定義和分類，以適應監督管理的需要。
同時，為遵守國家對動植物的保護原則，還明確規定“列入國家動植物保
護名單的野生動植物不能作為新資源食品＂。
（二）關於新資源食品的審批管理。首先，考慮到不同新資源食品的特性
和用途，修改時對新資源食品實行分類管理，對列入《可作為普通食品管
理的新資源食品名單》的，不進行審批；未列入名單的，由衛生部進行審
批。將目前已經廣泛食用的、且沒有問題的新資源食品作為普通食品管
理，這樣分類管理符合實際監管工作的需要。目前，名單的制定需要進一
步深入研究討論確定。第二，根據不同新資源食品的特性，對衛生部審批
的新資源食品的許可分為兩種方式：由於對新發現的動物、植物、礦物、
微生物提取物的供體安全性本身缺乏瞭解，加上又有提取工藝的特殊性，
所以對這類新資源食品發給“新資源食品批准證書＂，有效期 4 年。對新
發現的動物、植物、礦物、微生物或在食品加工過程中使用的微生物新菌
種、傳統食品可食部分的提取物，衛生部公告名單及相關內容。一經公告，
任何企業就能用其作為食品原料加工生產。
（三）關於新資源食品的生產經營。由於不同的的新資源食品，其使用量、
應用範圍及生產提取工藝的不同，可能帶來新的食品安全性問題，因此生
產經營新資源食品的企業必須按照衛生部公告名單和批准證書中規定的
內容進行生產經營。考慮到新資源食品也是食品，因此認為凡具有食品衛
生許可證的企業就可生產新資源食品，修訂後不再強調生產新資源食品的
企業必須獲衛生行政部門的新資源食品的衛生許可證，重點強調生產新資
源食品的企業必須符合食品企業良好生產規範的要求。
（四）關於新資源食品標識和說明書。考慮到消費者對新資源食品的知情
權，除了標籤需符合國家有關食品標籤的標準和要求外，需標注新資源食
品字樣和批准文號。對用新資源食品作為原料生產的食品，該食品標籤中
需標注所用新資源名稱和使用量。另外，還規定禁止宣傳或暗示產品的療
效及保健作用，以區別于藥品和保健食品。
（五）關於新資源食品的監督管理。新資源食品的監督管理原則上執行《食
品衛生法》的有關規定，增加了衛生部對已經批准的新資源食品進行重新
審核、撤銷許可的權力，這樣規定，體現了“誰許可誰監督“的原則。
另外，關於新資源食品申報材料的要求，在修訂時沒有寫進辦法中，而是
作為附件附在辦法後。根據新資源食品的不同種類，對申報材料分別進行
了規定，便於企業執行。

附件 2
食品營養標籤管理辦法(徵求意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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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保證食品符合應有的營養品質和消費者身體健康，根據《中華
人民共和國食品衛生法》（下稱《食品衛生法》）的有關規定，制定本辦
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食品營養標籤包括下列內容:
（一）營養成分；
（二）營養聲稱；
（三）營養知識指南。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銷售的所有預包裝食品。
第二章 營養成分的標示
第四條 營養成分可以標示下列內容：
（一）能量
（二）蛋白質
（三）脂肪（飽和脂肪酸，不飽和脂肪酸）
（四）膽固醇
（五）碳水化合物
（六）糖
（七）膳食纖維 （可溶性和不可溶性膳食纖維）
（八）維生素：維生素 A（b-胡蘿蔔素），維生素 B1（硫胺素），維生素
B2（核黃素），維生素 B6，維生素 B12，維生素 C，維生素 D，維生素 E，
維生素 K，煙酸（尼克酸），葉酸，泛酸，膽鹼，生物素。
（九） 礦物質：鈉，鈣，鉀，鎂，磷，鐵，鋅，碘，硒，銅，鉻，
錳，鉬。
標示上款規定的營養成分,不得改變名稱和順序。
第五條 食品營養標籤必須標示下列營養成分:
（一）能量
（二）蛋白質
（三）總脂肪 （飽和脂肪酸，不飽和脂肪酸）
（四）膽固醇
（五）總碳水化合物
（六）糖
（七）鈉
（八）鈣
第四條規定的其他營養成分可自願標示。
第六條 營養成分的含量應當以每 100ml、每 100g 和/或每份中的實際“數
值＂標示。膳食營養素推薦攝入量（RNI）或適宜攝入量（AI）的百分比
按占每份含量的多少標示。
第七條 營養成分的定義、標示和數值的核准、判斷應當執行《營養標籤
標示規範》的規定。
第八條 有下列情況之一的，可以不標注營養成分：
（一）食品的每日食用量不足 10 克或單份食品含有的營養素低於營養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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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攝入量（RNI）的 5 %的食品；
（二）生肉、生魚，生蔬菜和水果；
（三）包裝總面積小於 10cm2 的食品。
第三章 營養聲稱的標示
第九條 營養聲稱包括：
（一）營養素含量聲稱：指能量或者某營養素含量“高＂、“富
含＂、“低＂“無＂等的聲稱；
（二）含量比較聲稱：指能量或者某營養素與基準食物或者參考數值相
比“減少＂或“增多＂的聲稱；
（三）營養屬性聲稱：指食品原料特性的聲稱， 如“強化＂、“增加＂、
“xx 天然來源＂、“純果汁＂的食品等。
第十條 營養素含量聲稱應當執行《營養聲稱和營養知識指南準則》的有
關規定。
第十一條 含量比較聲稱中必須用倍數或品質百分數標示所聲稱的差異，
增加或減少的實際含量應當在≥25%以上。被比較的基準食物或數值應當
符合下列要求：
（一）被比較的基準食物為消費者普遍認識，屬於不同加工或形式的同種
或同類的食品；
（二） 被比較的參考數值僅指膳食營養素推薦攝入量或適宜攝入量（RNI
或 AI）涉及的營養素。
第十二條 營養屬性聲稱標示應當符合下列要求：
（一） 某營養素的“天然來源＂聲稱， 僅指某食品未經過任何成分的添
加或去除，並且其某營養成分的含量應當符合附件 2 中規定的條件；
（二）某食品強化或添加了“天然 xx＂聲稱，僅指某維生素從天然食物
中獲取而非人工合成， 其天然提取物的純度和衛生要求應符合國家有關
規定。
（三）“強化＂、“增加＂、 “減少＂、“純＂或 “100％＂的聲稱，
在標示營養成分的同時，必須符合相關標準的規定。
第四章 營養知識指南
第十三條 營養知識指南是指食品營養標籤中對某營養素維持人體正常生
長、發育和生理功能作用的聲稱。
第十四條 食品營養標籤上標示的營養知識指南應當科學、準確、通俗易
懂。符合《營養聲稱和營養知識指南準則》的要求。不得暗示或聲稱營養
素防止或治療疾病的作用，不得宣傳產品功能。
第十五條 下列食品可以標示營養知識指南：
（一） 該營養素在所示產品中含量顯著；
（二）營養成分符合《營養聲稱和營養知識指南準則》規定的“營養素含
量聲稱＂和“比較聲稱＂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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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六條 營養知識指南用語應當符合《營養聲稱和營養知識指南準則》
的要求。不得以任何形式的文字、圖形、符號或暗示進行誇張和刪改，也
不得利用字型大小大小或色差誤導和欺騙消費者。
第十七條 根據科學發展和實際情況需要，營養聲稱內容的調整和擴大由
國務院衛生行政部門負責。
第五章 營養標籤的格式
第十八條 預包裝食品營養標籤格式應當符合下列要求：
（一）營養成分表必須用一個“方框表＂來表示，營養成分表的方框可為
任何尺寸，方框可設置為與包裝的基線垂直。基本格式執行衛生部《食品
營養標籤標示規範》的有關規定。
（二）營養成分表必須標於主示面右側，當主示面較小或不存在主示面側
面時，可標於反面。圓型和軟包裝的標籤應遵循“主示面右側＂的原則執
行，以保障食品名稱與營養內容在同一視野內。
（三）當可用標籤主面積的包裝£ 20 cm2 及特大規格包裝也可使用橫排（水
準）呈示。
（四）包裝版面、背景顏色、字體和字形要求清楚和易讀。但營養素的字
體不可大於產品一般名稱，營養聲稱和營養知識指南的字體不得超過食品
重量聲稱。
（五）如有外包裝（或大包裝）可以只在外包裝上標示營養標籤，但最小
包裝必須標明每份重量。食品營養標籤不得與包裝物分離。
第十九條 營養標籤應當使用中文。允許使用外文標注營養成分的，應當
與中文有密切的對應。外文不得大於中文。
第六章 附 則
第二十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的，由縣級以上地方衛生行政部門依據《食品
衛生法》第四十六條進行處罰：
（一）未按照本辦法規定的營養素名稱、單位、格式、順序進行標示的；
（二）保質期內食品營養成分標示值與抽查檢驗值不符；
（三）未按照本辦法的規定標示營養聲稱的；
（四）未按照本辦法的規定標示營養功能準則用語。
第二十一條 《營養標籤標示規範》和《營養聲稱和營養知識指南準則》
由衛生部制訂。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由衛生部解釋。
第二十三條 自本辦法實施之日起，有關食品營養成分標示與本辦法不一
致，以本辦法為准。
附件：1、營養標籤標示規範；
2、營養聲稱和營養知識指南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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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營養標籤管理辦法》編制說明
《食品營養標籤管理辦法》的編制任務來源於衛生部法監司，主要由中國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負責起草和制定。2003 年 2 月成立了
起草小組，並在瀟湘大廈召開了第一次會議。會議討論了管理辦法的主要
指導思想和框架，並指定了楊月欣為主要完成人。2003 年 3、4、5、11
月分別完成了《管理本法》修改稿。2003 年第底完成了《食品營養標籤
管理辦法》以及 3 個附件的全部文稿。2004 年 1 月 5 號在廣西大廈召開企
業和新聞界的聽證會。企業代表反應強烈，除了擁護營養標籤的實施外，
提出了與國內其他標準的協調和營養成分的標注應該分步實施的建議。一
些企業對監督部門檢驗方法的可靠性、判斷標準等表示了擔憂和疑慮。起
草小組在此基礎上進一步修改和完善，於 2004 年 2 月上報法監司。2004
年 4 月，法監司又將此稿轉中心再次修改。2004 年 5 月，中心分別徵求了
北京、天津、上海、湖北、廣東和營養與食品安全所等部分專家的意見後，
在 7 月上旬，又與營養與食品安全所及食化處有關專家、領導進行了討論
和修改，最終完成了《食品營養標籤管理辦法》。現就該辦法起草的有關
問題說明如下：
一、制定的必要性
食品營養標籤是消費者瞭解食品的營養組分和特徵的來源，也是保證消費
者的知情權、引導和促進健康消費重要措施。對於企業和商品貿易而言，
營養標籤也是規範企業行為、減少宣傳誤導、保障食品企業健康化發展的
有效手段。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消費者健康意識的提高，我國食品標籤從
70－80 年代以保護消費者免受經濟損失為主，過渡到 90 年代以保護消費
者免于有害健康的危險因素為重。營養標籤是食品走向“營養化＂“健康
化＂的一個新起點，代表著食品工業現代化和人類的文明進步。特別加入
WTO 後，隨著食品進出口貿易和食品消耗量的增多，正確的食品營養標
籤的內容和形式以成為公平交易、提高貿易競爭的有利手段，也是保障大
眾健康的源頭保證。食品營養標籤的立法和管理工作受到國際組織和許多
國家重視，並成為重要的立法工作之一。在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AC）
的指導下，目前世界上有許多的國家和地區建立了食品營養學標籤。如歐
盟，美國，加拿大，澳大利亞，新西蘭，日本，新加坡，馬來西亞，泰國
以及我國的臺灣和香港等。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AC）先後於 1985 年
制定了並於 1991 年和 2000 年修訂了《預包裝食品營養標籤通用指南》，
《特殊用途食品標籤和聲明的通用標準》，1997 年制定了《營養聲明應
用指南》，對世界各國食品營養成分的標示提供了指導和參考標準。近年
來，CAC 組織召開了多次有關食物營養成分科學專題專家委員會議，對
世界性營養標籤法規的建立起到了推動作用。最近（2003 年 6 月）召開的
食品營養學標籤的會議上，更加強調了食品營養學標籤必須與本國的實際
營養狀況和膳食指南相結合的原則；強調了營養和健康聲明要基於含量聲
稱為基礎；強調了營養成分標示、營養聲明和健康聲明的健康教育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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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
我國長期以來一直缺少獨立的、有實際意義的食品營養標籤標準和法規，
雖然有的標準涉及了部分營養標示的內容，但是由於並非重要部分所以極
其簡單和難以實際操作。從目前現行的食品標籤標準或法規主要有國家技
術監督局 1995 年發佈的 GB7718-94-《食品標籤通用標準》和 1992 年發佈
的、2003 年修訂的 GB13432-《特殊膳食用食品營養標籤》。衛生部 1993
年發佈的《食品添加劑衛生管理辦法》、1994 年 GB14880-《食品營養強
化劑使用衛生標準》和 1996 年發佈的《保健食品管理辦法》、國家監督
局頒發的 GB10771《嬰幼兒強化食品、鈣強化餅乾規定》，《嬰幼兒食品》
等其中也包含了營養成分、營養特性聲明的部分內容。但基於各個標準並
非獨立的營養標籤規範，所以對營養成分標示、營養聲明和健康聲明均沒
有具體的定義和要求。
日前全國食品工業標準委員會初步完成了 GB13432-《特殊膳食食品營養
標籤》的制定工作，此標準以 CAC146-1985《預包裝特殊膳食食品標籤通
用標準》和 CAC/GL23-1997《營養聲稱指南》為根據，對原有的 GB
13432-1992《特殊營養食品標籤》做了較大修改。但此標準只適用於為滿
足某些特殊人群的需要的特殊膳食食品或特殊配方食品，與 CAC《預包
裝食品營養標籤通用指南》所涉及的食品範圍和包括內容有較大差距。隨
著食品國際間貿易往來的頻繁，美國、歐洲食品的出口已受到“標籤＂要
求的限制，同時這些國家對進口食品的“標籤＂也有諸多的要求，許多企
業對“營養標籤＂已不陌生，但限於國內食品企業的規模參差不齊，因此
呼籲我國應儘快制定出適合中國國情、與國際相關法規相協調的法規成為
大中企業的一致要求。
二、有關內容的制定說明
制定本辦法的根據主要參考了 CAC 的有關指導性文件和國外已有的 10 餘
個標準和規範，注意了與國際標準和國內現有法規主要原則的統一和一
致。另外在國內居民健康最普遍的問題和國內實驗室分析手段等現狀、可
操作性等進行了可行性調查。
（一）關於食品營養標籤強制標注的內容。 各國食品營養標
簽中強制標示的營養素各不相同。基於我國居民健康狀況和慢性疾病發生
率來看，目前營養不良和營養不平衡仍是共存的。根據 92 年的全國營養
狀況調查，鈣的攝入量僅占參考攝入量的 40％左右，而且能量蛋白質的
缺乏在邊遠的地區仍然是一個主要問題，以致我國兒童的生長遲緩發生率
在某些地區高達 50％。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城市，脂肪和能量的攝入偏高，
加上中國傳統的高鈉飲食使近年來居民高脂血症、高糖血症和高血壓的發
生率持續增高。據 1997 年調查資料顯示我國糖尿病患病率為 3.6%,且尚有
更多的人（5.3%）為葡萄糖耐量異常，20%的居民超重或肥胖，13%的人
患有高血壓。因此在考慮了我國居民實際的健康狀況和 營養性疾病的發
生發展狀況的 基礎上，結合國際上貿易需要、監督檢測部門和企業承受
能力等考慮，推薦我國首先強制標示的營養成分為能量、蛋白質、脂肪、
膽固醇、碳水化合物、糖、鈉和鈣共 8 項。根據我們估算，8 個強制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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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所需檢驗費用大約在 500 元人民幣左右，對一個產品而言不會增加太多
負擔。而且這幾種營養素在許多有實驗室的企業都可以自己完成， 這樣
仍可降低費用和消耗。
（二）關於食品標籤營養素的定義。營養素的名稱有化學名，結構名，發
現順序名以及俗名，為了規範和統一，本管理辦法根據中國營養學會的《中
國居民參考攝入量》一書，規定標籤上可以使用的營養素名稱，以利於消
費者的理解、鑒別和監督者的管理。有關營養素的定義關係到數值表達的
科學和一致， 目前在各國在能量、碳水化合物、脂肪、維生素 E、維生
素 A、葉酸 6 個成分的定義和表述方面存在較大的區別， 本次標示規定
中指涉及了前 3 種，我們主要根據了 CAC 和 FAO－Infoods 的規定。
（三）關於食品標籤營養成份的含量標示。目前我國法規對營養素含量標
示的方法主要有三種，一種是直接採用數值標示，同時給出數值可靠性的
判斷範圍，以作為監督部門和企業對產品品質監管的判斷標準；另一種是
用含量範圍標示；還有一種是用最低值或最高值標示。我國有影響的
GB-10760-1997《特殊膳食食品營養標籤》和 GB`13422–2003《預包裝特
殊膳食食品標籤》中此三種表示方法均可行。而在國際和國外的營養標籤
標示中，基本上是實際數值的標注方法。我們認為，食物營養成分的標示
不同于有害成分，用不小於或不大於一個“概念＂是不合適的；食物營養
成分也不同於強化的添加劑（因為用於所有食品），用範圍如 200－400mg
等形式也是不科學的；而且，如果規定隨意選用“三種＂標示方法，無疑
增加了消費者對營養標籤的理解、認知困難，也無法與參考攝入量（DRI）
相比, 是與標籤的“科學、簡單、明瞭＂的基本原則相矛盾的，不利於消
費者的比較和選購。更重要的是目前在各國的營養標籤中的標示都是一個
數值。因此本辦法中確定採用數值的唯一方式標示，與國際趨勢一致。
（四）營養聲稱和營養知識指南。營養聲稱和營養知識指南作為食品營養
屬性的說明越來越受到消費者、生產者和管理者的青睞。目前幾乎所有國
家在營養標籤中都有了這種形式。比較保守的歐盟，在 2003 年的專家委
員會上，也一致通過了實行營養功能聲稱（我們定為知識指南）和健康聲
稱的決議。他們認為營養功能聲稱不但是宣傳教育的工具， 而且在全球
一體化的今天，如果限制使用營養功能聲稱，就等於限制了本地區企業的
貿易和銷售，加大了不必要的廣告費用支出。基於我國有“保健食品＂ 這
一特殊產品， 所以辦法中對聲稱的範圍和應用原則有了嚴格的規定。辦
法中規定營養聲稱包括三個方法，即營養含量聲稱、含量比較聲稱和營養
屬性聲稱，聲稱的定義和內容與 CAC 的規定一致。把“營養素功能聲稱＂
改為“營養知識指南＂，營養知識指南的表述和確認的條件：1) 科學準
確，經典教科書中營養素功能和知識介紹，不得使用尚存爭議或疑問的觀
點；2)語言明確，簡練易懂，不使用含混、易產生歧義的，或使公眾產生
誤解的語言。當然聲稱需符合含量聲稱的規定。專家認為，在目前的情況
下，規定強制標注的 8 種營養素的聲稱可能是明智的，一方面，在實施過
程中我們需要不斷總結經驗，另一方面以“點＂開始，有利於發現和及時
處理與其他食品管理的不協調之處，不斷積累經驗，為擴大範圍和規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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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做好準備。
（五）關於營養標籤標示的格式。營養標籤的格式是本辦法規範管理的重
點之一。本管理辦法規定了營養標籤的形狀、位置、標示內容、順序、字
體、文字等內容。規定營養標示採用營養成分表的形式，和含量標示的三
種形式。美國、加拿大的營養標籤的格式多達 16 種，香港有 3 種基本形
式。本管理辦法規定了五種基本形式，其他標籤要求條件強掉 GB77180
的規定。
三、尚需進一步完善的工作
營養學標籤的制定和實施，實際上主要需要三大方面的支撐，既是社會需
求力、企業的經濟承受能力和政府技術支撐能力。根據幾年來文獻積累和
他國經驗，我們認為儘快建立或完善以下工作，對我國營養標籤管理辦法
的實施可能是必要的。
1、建立健全營養成分分析標準方法。天然食物中營養素存在形式十分複
雜，多是呈結合態， 但其含量甚微，在熱和氧的條件下及其敏感和不穩
定，加工和儲存中也比較容易損失。 所以各種各樣的加工食品的 所需要
的分析方法是多樣性的，與合成添加劑有著本質的區別。目前用合成維生
素添加到食品中來補償人類對其生長和健康的需要已成為一種世界範圍
內的行動，而維生素的分析在我國是非常不足的。營養成分含量的多寡常
為評價食品優良與否的重要因素，準確的描述其含量更是重要。在美國僅
“糖＂一項既有 85 個標準方法，能量的分析有 4 項，對保障各類食品的
準確分析起到指導和保障作用。我國的營養成分分析標準為數不多且較落
後，所以儘快摸清我國現存的食品營養成分檢驗方法的 種類和數量，以
及不適合、缺乏的分析標準數量，建立與之適應的、與國際接軌的方法和
分類食品標準是非常必要的。另外注意相關標準的協調統一也是需要考慮
的。
2、 建立營養標籤專用的 NRV 營養素參考數值。NRV 的數值是建立在 DRI
基礎之上的，又不同於 DRI 的專用的評價一個食品營養價值的參考。目
前從國際組織 CAC/歐盟和美國的趨勢，以及保障營養標籤的科學性，與
世界標準接軌來看，建立中國的 NRV 是必須的。不久前在 2003 年 11 月
份的營養專業研討會上，香港衛生署也提出與大陸合作研究 NRV 的希
望。實際上營養標籤的實施涉及許多營養學領域的概念和定義，由於過去
缺少營養方面的標準和規範，許多問題是不明確或者不統一的，例如碳水
化合物、膳食纖維的定義，營養素功能用語，營養聲明的理解，營養標籤
格式等，因此應繼續加大此方面的理論研究和技術性研究。
3、 加大對衛生監督和檢驗隊伍的培訓。衛生行政部門要擔負起審核、檢
驗、監督的責任，必須熟悉管理辦法的技術細節。實際上，長期以來基於
衛生學監督的繁重壓力，有關營養學的概念、定義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分析
方法等在大多數衛生行政部門來說仍然是陌生的。儘管已制定了較細緻的
標示規定，要理解和保障工作的順利，制定更加詳細的《手冊》和教材，
分批、分層組織省地衛生行政部門的培訓是必須的。另外歐美的經驗認
為，營養學資料庫對於節約費用、減少時間、多面性和廣泛性受到企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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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愛，因此在培訓中對使用資料庫計算法也應包括在內。
4、開展宣傳教育和建立相應諮詢服務系統。美國在最初的 3 年時間裏，
大力宣傳營養標籤的用途、健康意義，並有 257 個專案和眾多文章總結了
營養標籤實施 3 年內的血生化指標、疾病發生、和醫療費用指出等方面的
結果。對提升政府形象和擴大營養標籤法的順利實施起到推動作用。美國
和歐盟另有完善的諮詢系統，為企業提供技術上的幫助，減少企業和政府
監督部門的許多摩擦，提高了標識品質。

附件 3
健康相關產品國家衛生監督抽檢規定（徵求意見稿）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加強健康相關產品的衛生監督、規範健康相關產品抽
檢工作，依據有關衛生法律、法規制定本規定。
第二條 本規定所稱健康相關產品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衛
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以及《化妝品衛生監督條例》、
《保健食品管理辦法》、《生活飲用水衛生監督管理辦法》、《消毒管理
辦法》規定的食品、化妝品、涉及飲用水衛生安全產品和消毒產品。
第三條 本規定適用於衛生部組織開展的國家健康相關產品監督抽檢工
作。
第四條 健康相關產品國家衛生監督採樣、核對總和判定依據國家
有關衛生法律、法規、規章和衛生規範、標準進行。
第五條 健康相關產品國家衛生監督抽檢合格的產品，6 個月內
地方衛生行政部門不得重複抽檢，發現的不合格產品，由該產品
生產經營者所在地的衛生行政部門進行追蹤監督檢查。
第六條 健康相關產品國家衛生監督抽檢的主要內容包括：
（一）與人體健康有關的指標；
（二）標籤、說明書；
第二章 采 樣
第七條 衛生監督員執行健康相關產品國家衛生監督抽檢任務。採集樣品
時，應當由兩名以上衛生監督員共同進行。並向被抽檢者出示證件，出具
採樣憑證。
第八條 衛生監督員採集樣品的種類、數量應當滿足檢驗、確認的最低需
要，採樣方法應當符合國家有關規定。採樣時，應當同時抽取同批次的備
查樣品。
第九條 衛生監督員執行健康相關產品國家衛生監督抽檢任務時，生產經
營者不得拒絕或隱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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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衛生監督員應當保持採集樣品的完整，並按照《衛生行政執法文
書規範》填寫產品樣品採樣記錄。
第十一條 衛生監督員應按產品標識規定的保存方法儲存樣品。備查樣品
應當自檢驗報告送達生產企業或進口代理商之日起保存 30 天，對檢驗結
果有異議的樣品，應當根據具體情況延長保存期限。
第十二條 衛生監督員應當通知樣品的生產者或進口代理單位
在 15 天內對樣品進行確認。確認應遵循下列原則：
（一）從經銷單位採集的樣品，應向樣品上標識的生產者或進口代理單
位發認證通知或由經銷單位協助確認；
（二）從生產者或者進口代理單位採集的樣品不須確認；
（三）無故拖延確認的，逾期視為確認；
（四）逾期無任何書面回復的，視為確認。
第三章 檢驗與結果評價
第十三條 衛生部或省級衛生行政部門認可的檢驗機構承擔健康相關產
品國家衛生監督抽檢的檢驗任務。
第十四條 承擔健康相關產品國家衛生監督抽檢任務的檢驗機構（以下簡
稱健康相關產品檢驗機構）應當按照衛生部健康相關產品國家衛生監督抽
檢計畫中確定的項目和標準進行檢驗，在規定的時限內出具檢驗報告，並
對檢驗結果進行審查判定。
檢驗報告應當載明產品名稱、生產單位名稱、生產日期、規格、被採樣單
位、檢驗值、標準值、檢驗結論。
第十五條 衛生監督員按照國家有關法律、法規、規章和衛生規範、衛生
標準，對產品標籤、說明書內容進行審查判定。
第四章 公佈與處理
第十六條 省級衛生行政部門應當及時將檢驗不合格產品的名稱、檢查及
檢驗項目、結果書面通知該產品的生產企業或進口代理商。生產企業或進
口代理商對檢查或檢驗結果有異議的，可以在收到通知書之日起 10 日內
提出書面復核申請，並說明理由。省級衛生行政部門應當在收到書面復核
申請之日起 10 日內作出復核的決定。
有下列情形之一的，應作出不予復核的決定：
（一）復核微生物檢驗結果；
（二）復核產品儲存過程中有變化的理化指標。
第十七條 省級衛生行政部門應當及時、準確、規範地上報抽檢結果。上
報的不合格產品，應當附產品生產企業或進口代理商對該產品真實性的確
認材料。
第十八條 健康相關產品國家衛生監督抽檢的結果由衛生部負責公佈。省
級衛生行政部門也應當及時向社會公佈其抽檢結果。
第十九條 健康相關產品國家衛生監督抽檢可以公佈以下內容：
（一） 產品名稱及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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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品標識的生產企業名稱；
（三） 產品的採樣地點；
（四） 產品的生產日期和（或）批號；
（五） 檢驗專案及判定結果；
（六） 判定依據；
（七） 衛生部規定公佈的其他內容。
第二十條 對健康相關產品國家衛生監督抽檢中發現的不合格
產品，該產品生產經營者所在地省級衛生行政部門應採取下列措施：
（一）依照有關衛生法律、法規、規章組織查處；
（二）責令該企業暫時停止銷售同種產品，並連續抽取 2-3 批同種產品進
行監督檢驗，如果其中有 1 批產品仍然不合格，則要求企業追回市場上所
有的同種產品；
查處結果應當於結案之日起 15 日內上報衛生部。
第二十一條 省級衛生行政部門在健康相關產品國家衛生監督抽檢中發現
生產企業不在本行政區域內的不合格產品時，要及時通知該生產企業所在
地的省級衛生行政部門，移送相關材料。
第五章 管 理
第二十二條 健康相關產品檢驗機構應當客觀、公正地出具檢驗結果。
第二十三條 承擔健康相關產品國家衛生監督抽檢任務的單位和個人不得
擅自將抽檢計畫事先告知被抽檢單位；抽檢結果尚未正式公佈前，不得擅
自對外洩露有關抽檢情況及抽檢結果。
第二十四條 參與健康相關產品國家衛生監督抽檢工作的單位和個人應當
遵守國家有關法律、法規和規章的規定，恪盡職守、廉潔自律。對違反本
規定的，將視情節輕重予以通報批評直至追究其法律責任。
第二十五條 健康相關產品生產經營者不得將抽檢結果用於廣告宣傳。
第二十六條 對阻礙健康相關產品國家衛生監督抽檢工作正常進行的單位
或個人，依據有關法律、法規規定，追究法律責任。
第六章 附 則
第二十七條 健康相關產品國家衛生監督抽檢文書應當使用衛生部制定頒
佈的衛生行政執法文書。
第二十八條 本規定由衛生部解釋。
第二十九條 本規定自發佈之日起施行。其他與本規定不一致的，以本規
定為准。

《健康相關產品國家衛生監督抽檢規定》修訂說明
2003 年 11 月，衛生部法監司將修改《健康相關產品國家衛生監督抽檢規
定》的工作交由中心承擔。2003 年 12 月，中心在組織召開的 2004 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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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產品國家衛生監督抽檢手冊編寫座談會上，邀請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
心、北京市衛生監督所的有關同志就修訂《健康相關產品國家衛生監督抽
檢規定》提出了意見。隨後，2004 年 2 月上旬，中心又正式發文徵求地方
對國家監督抽檢工作的建議。根據大家的意見，中心起草完成了《健康相
關產品國家衛生監督抽檢規定》修訂徵求意見稿。2 月底，該徵求意見稿
在全國健康相關產品監督抽檢技術培訓班上廣泛徵求了參會的 28 個省級
衛生監督機構和疾病預防控制機構代表的意見，同時也聽取了雀巢、可
樂、愛芬等部分企業的意見。根據各方面回饋的意見，我們再次對修訂徵
求意見稿作了進一步修改、完善，形成了《健康相關產品國家衛生監督抽
檢規定（修訂稿）》。現就修訂稿的幾個主要問題說明如下：
一、 修訂思路
現行的《健康相關產品國家衛生監督抽檢規定》自 2000 年 8 月
30 日起施行以來，對於規範健康相關產品國家衛生監督抽檢工作發揮了
重要作用，隨著監督抽檢工作的深入，對產品監督抽檢工作提出了新的、
更高的要求，現行的規定已不能適應國家監督抽檢工作的需要，尤其是一
些監督程式的規定，需要體現高效的監督執法力度。修訂時，遵循了以下
的總體思路：
一是總結近幾年國家健康相關產品監督抽檢工作的經驗教訓，借鑒其他部
門的經驗，重在完善監督程式有關環節的規定，如產品的確認問題、不合
格產品的公佈問題等，使其更具有可操作性、更有效率。
二是進一步完善對不合格產品的控制措施，明確了衛生行政部門對不合格
產品生產企業的監管措施，有權要求企業追回不合格產品。
三是針對實際工作中，各地監督抽檢資訊溝通不夠的問題，增加省級衛生
部門之間的資訊通報制度，特別是對不合格產品要及時通知生產企業所在
地的省級衛生部門進行調查處理。
二、 修訂的主要內容
（一）關於適用範圍。現行的《健康相關產品國家衛生監督抽檢規定》
第三條對此規定的不明確，在監督程式適用上容易引起模糊。為此，修訂
時對本條增加了一款內容，明確“本規定適用於衛生部組織開展的健康相
關產品監督抽檢工作＂。
（二）關於合格產品不得重複抽檢的問題。現行的《健康相關產品國家衛
生監督抽檢規定》第五條規定，對國家衛生監督抽檢合格的產品，6 個月
內地方衛生行政部門不得重複抽檢。在實際工作中，由於衛生部沒有對合
格產品進行公佈，各地很難瞭解到相關資訊，所以該條沒有切實得到落
實。修訂時，明確規定了合格產品抽檢資訊由衛生部負責公佈，至於以何
種方式可以進一步商討。
另外，一些地方和企業提出能否結合量化分級管理，規定對 A 級單位的
產品除國家抽檢外，其他地區不得進行再次抽檢。我們考慮，一些 A 級
單位產品種類多，不能簡單地一概而論，需要仔細研究。所以，修訂時沒
有採納。
（三）關於產品的確認。現行的《健康相關產品國家衛生監督抽檢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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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第二款規定，產品的確認應由生產企業或進口代理商在規定的期限
內進行，各地在執行此規定時,普遍反映確認期限的長短和確認原則不明
確,應當細化，便於操作。為此，修訂時，單獨對樣品確認規定了一條：
首先明確規定了確認期限為 15 天；同時，對從經銷單位採集的樣品，除
了通知生產單位或進口代理商進行確認外，也可由經銷單位協助確認。協
助確認是指經銷商可以通知生產企業，如得到生產企業委託授權後，可以
由經銷商予以確認。此外，還明確規定，對無故拖延確認的、逾期無任何
書面回復的，均視為確認。這樣規定，可以提高確認工作的效率。
（四）關於產品的複檢。現行的《健康相關產品國家衛生監督抽檢規定》
第十五條對產品檢查或檢驗結果可以申請“複檢＂，與衛生部《衛生行政
執法文書規範》“檢驗結果告知書＂中用的“復核＂不是一個詞。為避免
產生矛盾，修訂時，將“複檢＂改為“復核＂，且復核所包含的內容廣。
另外，針對有些產品，如飲用水中的有效氯等理化指標不穩定的客觀情
況，增加規定了對這類指標不予復核，以保證抽檢結果的公正性。
另外，針對目前各地監督資訊溝通不及時的問題，規定省級衛生部門對不
合格產品的抽檢資訊要及時通知該產品生產企業所在地的省級衛生部
門，移送相關材料，以便及時查處。

附件 4
食品衛生管理員管理規範（徵求意見稿）
第一條 為提高食品生產經營單位自身食品衛生管理水準，規範
食品衛生管理員的監督管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衛生法》有關規
定，制定本規範。
第二條 食品衛生管理員是指食品生產經營單位中經過培訓合
格，掌握食品衛生法律法規和食品衛生知識，負責本單位食品衛生工作的
管理技術人員，分為專職和兼職衛生管理員。
第三條 本規範適用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從事食品生產經營
活動的所有食品生產經營單位。
第四條 縣級以上地方衛生行政部門負責轄區內食品衛生管理員
的監督管理，開展技術培訓和指導工作，對執行本規範表現突出的食品衛
生管理員及其生產經營單位可以給予表彰和獎勵。
第五條 食品生產經營單位在申領衛生許可證時，應向衛生行政部門申報
食品衛生管理員配備的情況。
第六條 食品生產經營單位應當配備與生產經營品種、規模相適應的食品
衛生管理員，負責本單位食品衛生管理，落實各項食品衛生管理制度和規
定。
餐飲單位和食品生產單位按照生產規模和品種，自行確定食品衛生管理員
的數量，但每個企業至少配備 1 名專職或兼職食品衛生管理員，其中食品
生產單位和 50 人以上的餐飲單位必須配備專職食品衛生管理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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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食品衛生管理員應具備下列條件：
（一）經培訓，掌握食品衛生法律、法規和標準；
（二）掌握食品生產經營專業技術，瞭解食品加工場所、環境、
設備以及食品採購、儲存、加工、運輸過程的衛生要求以及個人衛生要求；
（三）瞭解常見的食品污染及其預防控制措施，以及食物中毒
和其他食源性疾病的預防方法；
（四）具有大專以上學歷，從事食品生產經營工作 1 年以上的，或者高中
以上學歷，具有從事食品生產經營工作 2 年以上的；
（五）身體健康並具有健康合格證明；
（六）其他相關要求。
第八條 食品衛生管理員的職責是：
（一）組織本單位從業人員的衛生法律和衛生知識培訓；
（二）擬定本單位的食品衛生管理制度，並對管理制度的執行情況進行日
常督促檢查；
（三）每日檢查食品生產經營過程的衛生狀況，及時糾正不符合衛生操作
規範的行為，並提出處理意見；
（四）每天抽查原料或成品索證情況，查驗標籤與貨物是否相符，並提出
是否需要進一步檢驗確證；
（五）對收回、退還食品和生產的不合格食品進行記錄，並記錄銷毀等處
理數量、時間、方式和流向等；
（六）對從業人員的健康狀況進行登記和管理，組織從業人員進行健康檢
查，落實患有有礙食品衛生的疾病者調離相關崗位；
（七）如實向當地衛生行政部門報告該單位存在的食品衛生問題及改進情
況，負責按要求報告食物中毒和食品污染事故，並協助調查處理；
（八）建立食品衛生管理檔案，保存各種檢查記錄；
（九）接受和配合衛生監督員對本單位的食品衛生進行監督檢查，並如實
提供有關食品衛生管理的情況；
（十）發現生產加工經營過程中存在影響食品衛生的問題時，應當立即向
本單位負責人報告，並提出改進措施、實施時間和完成時限等意見；
（十一）其他食品衛生管理職責。
第九條 食品生產經營單位應當提供開展食品衛生管理工作的必要條件，
確保食品衛生管理員能夠現場檢查所有生產經營過程和記錄,並不得以任
何理由妨礙食品衛生管理員履行職責。
變動食品衛生管理員，應在 30 天內告知衛生行政部門。
第十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的，縣級以上地方衛生行政部門可以向食品生產
經營單位提出調換食品衛生管理員的建議：
（一） 食品衛生管理員不符合本規範要求的；
（二）食品衛生管理員不履行本規範規定職責的。
第十一條 縣級以上地方衛生行政部門不得對未按本規範規定配備食品衛
生管理員的食品生產經營單位頒發衛生許可證。
第十二條 本規範由衛生部負責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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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本規範自 年 月 日起施行。

《食品衛生管理員管理規範》起草說明
我國是一個食品生產和消費大國，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生活水準的
提高，特別是加入 WTO 後，消費者對食品安全更加關注，食品安全與食
品貿易的關係更為密切，提高我國食品安全水準的要求越來越迫切。雖
然，衛生行政部門在長期的食品衛生監督管理中積累了豐富的經驗和體
會，形成了一整套監管制度和監管方式，但是，隨著我國經濟的轉型，出
現了許多新問題、新情況，無論是食品生產經營者，還是衛生行政部門，
都發生了很大變化。為深入貫徹《食品衛生法》，充分保障食品安全，在
總結長期食品衛生監督工作的基礎上，並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從 2002
年開始，經過近二年的調查研究，反復徵求意見，我們制定了《食品衛生
管理員管理規範》，以此提高食品生產經營單位自身食品衛生管理水準。
在制定這個規範過程中，我們廣泛徵求和聽取了食品生產企業的意見，並
請部分企業參與了該規範的起草制定工作。可以說，該規範是切實可行
的，也適應了國際食品安全管理的發展方向，體現了食品生產經營者是食
品衛生第一責任人的觀念。核心該規範起草的思路，是把食品生產經營者
加強自身食品衛生管理放在了保證食品安全的核心，衛生行政部門的監督
執法就是圍繞著如何促進食品生產經營者加強自身食品衛生管理。具體做
法是，在食品生產經營企業建立和大力推行食品衛生管理員制度。在食品
衛生監督上，重點要放在對食品衛生管理員工作情況的監督檢查上。現將
規範中的有關內容說明如下：
一、關於食品衛生管理員的概念。食品衛生管理員是指食品生產經營單位
中經過培訓合格，掌握食品衛生法律法規和食品衛生知識，負責本單位食
品衛生工作的管理技術人員，分為專職和兼職衛生管理員。食品衛生管理
員屬於食品衛生從業人員，但由於其是負責本單位的食品衛生管理人員，
需要對其進行特殊的培訓，以便其能勝任此項工作。具體的技術培訓工作
由衛生行政部門具體負責。
二、關於食品衛生管理員的配備。食品衛生管理員的配備原則上應當與生
產經營品種、規模相適應。同時考慮到食品衛生管理員是對企業食品衛生
進行全面管理的管理人員，而非具體執行衛生規範的一般工作人員，不宜
單純強調一個企業中食品衛生管理員的數量。為此，本規範規定“餐飲單
位和食品生產單位按照生產規模和品種，自行確定食品衛生管理員的數
量，但每個企業至少配備 1 名專職或兼職食品衛生員，其中食品生產單位
和 50 人以上的餐飲單位必須配備專職食品衛生管理員＂。這樣規定，便
於企業執行。
三、關於食品衛生管理員的職責。《食品企業通用衛生規範》中對食品衛
生管理員的職責作了規定，在此基礎上，結合實際需要，對食品衛生管理
員的職責增加了一些內容，如：如實向當地衛生行政部門報告該單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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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品衛生問題及改進情況，按要求報告食物中毒和食品污染事故，並協
助調查處理；接受和配合衛生監督員對本單位的食品衛生進行監督檢查，
並如實提供有關食品衛生管理的情況；發現生產加工經營過程中存在的影
響食品衛生的問題時，應當立即向本單位負責人報告，並提出改進措施等
等。通過進一步強化食品衛生管理員的職責，進而強化食品生產經營者保
證食品衛生的責任意識。
四、關於對食品衛生管理員的監督。將食品衛生監督員的考核納入到衛生
行政部門在對食品生產企業進行監督檢查過程中。對達不到食品衛生管理
員條件和不履行職責的，衛生行政部門有權向食品生產經營單位提出調換
的建議，同時與衛生許可證的發放結合起來，以保證食品衛生管理員制度
得以真正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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