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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流通环节是食品行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预防食品在流通中出现食品安全事故对整个行业都有极其重要
的作用，对人们的身体健康及社会稳定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本文主要分析了食品在流通中存在的安全
隐患及原因，并针对流通环节安全隐患存在的原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能减少食品安全事故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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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rculation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food industry, preventing food safety accidents in circulation ha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for the whole industry, and has a certain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people’s health and social stability.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hidden dangers and
causes of food in circulation,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hidden dangers in circulation, in order to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food safety accidents.

文章引用: 赵娜, 杨兴坤. 食品流通中的安全隐患及对策建议[J]. 食品与营养科学, 2021, 10(1): 10-14.
DOI: 10.12677/hjfns.2021.101002

赵娜，杨兴坤

Keywords
Food, Food Circulation, Safe Hidden Trouble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前言
食品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农民和各种食品生产商手中出产的各种食品，通过多
方渠道，经过加工、物流、仓储、批发等各个流通环节销售到全国各地，最后到达千家万户的饭桌上。
在人人有需求、人人必需求的产品面前，食品安全问题需要得到国家及人民的重视，要尽可能地避免食
品安全事故的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关系着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稳定，本文就食品在流通中存在的
安全隐患有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2. 食品在流通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2.1. 食品污染
在农副产品等各类食品的流通过程中，存在着最严重的安全隐患便是食品污染，很多食品在加工、
运输、仓储、销售等环节，在人为或环境因素的作用下，都有可能会受到有毒有害物质侵袭而造成食品
污染，人们食用被污染的食品后很可能会患某种疾病或发生急性、慢性食物中毒，直接影响人体健康甚
至危及生命。正如此次新冠肺炎在北京新发地市场的爆发，在三文鱼等水产品中检测出新冠病毒，鱼类
本身是并没有感染病毒的，但因为被病毒污染而使鱼体携带了病毒，而后使新冠病毒传播开来。

2.2. 三无产品和假冒伪劣产品
三无产品一般是指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以及无生产厂家，来路不明的产品。一些无良商家或
个人，在资质不全、场所卫生条件极差的情况下，以牟利为目的，仿制、滥制食品，并使其在市面上流
通，最终到达消费者手中。另外，在市场上也存在有许多假冒伪劣食品，比如类似“脉动”的“咏动”、
类似“旺仔”的“旺子”、类似“奥利奥”的“粤利粤”等仿冒名牌食品的山寨食品，或是直接以假充
真、以次充好的食品。三无产品和假冒伪劣产品是很有可能已经过期、且也没有经过产品检验、甚至还
可能含有违规添加物的食品。这给消费者带来的安全隐患极大，很可能会对人们的健康甚至生命产生威
胁。

2.3. 添加剂及其他违法添加物滥用
食品添加剂是为改善食品色、香、味等品质，以及为防腐和满足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人
工合成的或天然的物质。正确使用添加剂，可以防止食品变质，延长保质期、还可以改善食品感官、提
高营养价值等。但有许多生产商加工商，为了使食品达到某一方面效果，不按规定使用食品添加剂，滥
用食品添加剂，将过期、过量或禁用的食品添加剂添加到食品中，甚至，还会添加一些不属于添加剂的
违法添加物到食品中，如可以加深颜色的苏丹红，提高蛋白含量的三聚氰胺等，当人们食用了这些产品，
会对人体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如表 1。
DOI: 10.12677/hjfns.2021.101002

11

食品与营养科学

赵娜，杨兴坤

2.4. 问题食品难追溯
近几年，随着科技的进步与技术的发展，食品的流通渠道增多、且分散速度快，经过几道中间商后，
各类产品会快速分流到全国各地，而后，如果食品一旦出现问题，一方面是很难追溯到源头，另一方面
对于有问题的食品进行召回的难度也相当大，一旦无法在短时间内召回问题食品，就会产生安全隐患。
我国目前还未能在食品行业建立起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在食品流通过程中，全程跟踪尚未形成，因此在
北京新发地的新冠肺炎病毒爆发后，也未能第一时间追溯到源头。问题食品难追溯同时也暴露出了信息
化手段目前还没有能为食品在流通中起到足够的支撑作用。
Table 1. Summary of some food safety incidents
表 1. 部分食品安全事件一览表
食品安全事件

发生时间

事件起因

“红心”鸭蛋事件

2006 年

将致癌物苏丹红添加在鸭子吃的饲料里，生产出含有苏丹红的鸭蛋

三鹿“三聚氰胺”事件

2008 年

在婴儿奶粉中违法添加了化学物质“三聚氰胺”

“地沟油”事件

2010 年

屠宰场的废弃物和不能吃的变质动物内脏制成的油脂

“瘦肉精”事件

2011 年

将“瘦肉精”添加到饲料中，增加动物的瘦肉量

“毒生姜”事件

2013 年

使用剧毒农药“神农丹”种植生姜

海南伪劣产品“糖精枣”事件

2015 年

用糖精钠、甜蜜素、苯甲酸钠等添加剂浸泡青枣，制成“糖精枣”。按照国
家标准，糖精钠、甜蜜素、苯甲酸钠等添加剂严禁在青枣使用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3. 流通环节安全隐患存在原因
3.1. 法律法规不健全
法律法规是执法人员进行食品安全监管的依据，是食品安全最强有力的保障。目前，我国在针对食
品流通环节监管方面也制定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为主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但在一些方面
仍存在漏洞，比如检测规定不具体、抽检程序不明确，使执法有了较大的弹性空间[1]；而网络销售、电
商行业作为近几年的新兴行业，法律制度层面还未完善，微信小程序销售还暂时无法可依；另外，食品
安全追溯也没有相关法律明确规定，追溯体系未能从法律方面得到建立。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会使执法
人员在执法过程中缺乏必要的法律武器，使食品安全出现漏洞。

3.2. 政府监管存在漏洞
目前，我国市场上的食品种类非常多、数量也极大，使监管人员在进行抽检时工作量非常大，很容
易会产生疏漏，检测不完全[2]；检测时的检测项目也很多，检测技术手段落后，检测效率低；另外，基
层执法人员水平参差不齐，监管过程中不够全面且持续性不够，或是跨专业执法，外行管理内行，使基
层监管流于表面；而且监管部门多，部门间各自执法，信息不互通，也可能会使资源浪费，部门间互相
推责，无法形成监督执法合力。

3.3. 批发市场乱象
在我国，约 70%以上的农产品及农副产品是由批发市场这一渠道流出，由于我国批发市场的销售模
式为批发兼零售，因此农产品及农副产品等食品在城市流通中主要是从批发市场到销售网点再到消费者
手中，或是从批发市场直接到消费者手中，批发市场在城市流通中起主要的中转分流作用。脏乱差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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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批发市场的固有印象。目前，我国的批发市场仍处于低水平运营状态，商户以摊位为主，各商户均
为批发兼零售，且批发市场的价位相对各零售网点而言略低，种类繁多，品种齐全，可选择范围更大，
因此每天人潮涌动，而批发市场的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不完善，经营设施简陋，缺乏储藏、保
鲜和冷冻设施，人来人往间，地面上是随处可见烂菜叶、烂水果，污水水渍，货物杂物乱堆乱放，生肉
味儿，鱼腥味儿充斥整个市场，各种叫卖声，不断入耳，夏天还有苍蝇乱飞乱窜。在这种卫生条件下，
食品安全无法得到保障。

3.4. 经营者缺乏责任意识
一些经营主体及生产加工企业法律意识淡薄、安全责任意识不强，不考虑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只顾
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将食品安全置于脑后，导致苏丹红、三聚氰胺事件频频发生，危害到人们的身
体健康。对于这类商户，一些是由于文化程度低，缺乏科学常识，还有一些是道德败坏，诚信缺失，漠
视法律规范与道德的约束，法律制度没有能对经营者形成较强的威慑力，致使不法之徒在利益的驱使下，
不顾群众的生命安全，铤而走险。

3.5. 社会监督不到位
消费者作为食品流通环节的最后一环及最终受众，其食品安全意识薄弱，相关法律法规的普及程度
不足，对于食品安全的基本常识还相对匮乏，维权意识低，消费者的监督作用没有能够发挥出来，也会
助长一些不良商家的气焰，使三无产品及假冒伪劣产品等屡屡出现在市场上。另外，新闻媒体作为监督
的一大群体，也未能体现其事前监督的作用，新闻媒体的身影往往是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才会出现。

4. 预防流通环节安全隐患的建议
4.1.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建立健全食品行业的法律法规，对现有的法律漏洞进行补充，明确产品的抽检方式及检验标准，制
定网络销售新规范，对当下兴起的一些小程序销售或 APP 销售等进行法律上的约束。建立起食品安全追
溯体系，利用现在信息化技术，采用二维码或其他标识的方法，使食品在生产、加工、物流、仓储、销
售等流通环节都可被追溯，让产品透明化。从法律的角度对消费者权益进行强有力的维护，也为基层工
作人员执法提供法律依据，做到有法可依。

4.2. 提高基层执法能力
基层工作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执法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工作目标的实现，要提高基层执法
能力，首先要充实基层执法人员工作队伍，全面覆盖监管地带[3]；要提高基层人员的专业技能，通过各
种形式的培训工作，提高执法人员专业技术水平[4]；要增强执法人员责任意识，对工作认真负责，不懈
怠不偷懒；要规范执法人员行为，加强对执法人员的监督和问责。基层执法部门要不间断的对监管范围
内的小作坊及其他食品工厂、食品销售点进行巡查，对其卫生条件、食品质量、进货查验记录、消毒洗
刷等进行监督，确保食品安全。

4.3. 整治批发市场乱象
对批发市场进行升级改造，加强批发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市场必须配备污水处理及垃圾处理设
施，以保证市场的基本卫生条件；配备冷链、仓储、物流等功能，用以保障食品安全；合理规划销售区
域，对批发市场进行批零分离，减少人流，提升批发效率。批发市场应配备专门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经常对商户的产品进行查验，确保市场内没有不合法的产品存在，做好批发市场的管理工作，使市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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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规范安全合法的运行。

4.4. 提高经营者责任意识
加强对生产者、加工商、销售商的诚信教育和责任意识的培养，倡导依法经营、以德经商的观念。
可以在商户、企业办理营业执照或其他许可证时派发宣传单，灌输诚信经营的理念及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也要加大打击不良企业力度，从严处罚，通过重罚对经营者产生约束。目前，国家也已建立了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网站，可提供政府相关部门、企业及消费者进行查询，要充分利用企业信用信息系统，记
录、抨击、揭露失信者[5]。另外，地方政府可以对设立严格的规章制度，规范食品安全生产的企业和商
户树立典型，给与表彰和宣传，激励并引领更多的经营者重视食品安全，多方面多渠道加强经营者责任
及守法意识。

4.5. 加强全社会监督能力
社会监督是监督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能起到积极作用，要在广大群众间加强宣传教育，加大科
普投入，为群众普及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科学知识。社区工作人员可以在日常工作中在社区内对群众进
行科普，也可以在宣传栏中多投放一些食品安全知识，地方电台及广播中多宣传群众监督的重要性并公
布投诉电话，在日常生活中加强群众的法律意识教育，提高社会公众的食品安全意识。新闻媒体要多走
进工厂，对生产加工企业进行报道，对企业中生产流水线进行监督。要充分发挥公众、媒体等监督作用，
形成良好的外部监督环境。

5. 结语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是重大的民生问题，涉及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政府及社会各界都
应重视食品安全问题，把控好流通环节的安全监测，消除安全隐患，让人们能吃得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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