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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食源性疾病对公众健康的影响十分巨大。西太平洋区域每年有5万多人因

不安全食品死亡；另有1.25亿人因不安全食品而患病。食品安全问题不仅涉及

卫生和健康，还影响到贸易和经济发展。

食品安全风险无法消除，只能降低。因此，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的重点一定

要放在提供安全食品的过程上，找出最重大的食品安全风险并采取控制措施。

这一举措有助于预防食源性疾病和树立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和信心。

西太平洋区域的食品安全形势近年来有了变化。技术进步、人口变化和社

会经济发展增加了食品安全风险管理和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复杂性。

此外，公众对更安全食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对食品控制程序的记录（尤其在出

口市场领域）的要求也日益严格。食品安全的形势变化要求采用新思路来加强

国家食品安全体系。

《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行动框架》于2017年获得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

织）西太平洋区域委员会批准。新框架以《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战略（2011–
2015）》的成就和经验教训为基础，同时也考虑了与会员国、技术专家及合作

伙伴开展的为期数月的广泛磋商的结果。附件2介绍了《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

行动框架》的制定过程。

新框架为加强食品安全体系的战略行动和分步骤思路提供了指导。敦促各会

员国根据本框架制定国家行动计划，并为实施工作分配足够的技术资源和经费。

世卫组织认为加强食品安全是一项共同的责任。我们随时准备提供技术支

持，以确保各国的食品安全体系得到加强。我们也鼓励会员国相互学习。本区

域成功经验的交流将有助于我们食品安全体系的加强。

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就能实现本框架提出的愿景：“人人享有安全食品”。

申英秀，MD，Ph.D.
区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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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食品安全是良好健康的基本要素，关系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可持续发展目标呼吁采取行动消灭贫困和饥饿，改善营养状况，确保农

业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实现上述目标的前提是让人人都能获得安全、

有营养、充足的食物。

虽然《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战略（2011–2015）》有效推进了西太

区国家的食品安全工作，但该区域每年仍有1.25亿人因食品安全问题而患

病，5万人死亡。

食品安全是复杂的卫生问题，涉及国内外多个利益相关方。近年来，

新技术的引进、食品链国际化程度加深、人口特征变化等因素对西太区

食品安全状况产生了一定影响。食品安全环境变化不仅影响到食品生产

的风险管理，还会影响公众对食品供应安全性的信任。公众对食品安全

体系的信任涉及多个纬度，有效的食品安全体系会赢得公众信任，而信

任反过来又能促进食品安全体系的加强，更好地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和应

对食品安全事件及突发事件。

《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行动框架》以《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战

略（2011–2015）》的实施成果和经验教训为基础，结合食品安全形势变

化，并总结了加强国家食品安全体系的思路。其重点包括加强公众对食

品安全体系的信任和信心，以及通过实施战略行动，为加强食品安全体

系而提升领导力、增进合作、提高能力和整合资源。

本《框架》为以分步实施的方式采取战略行动强化食品安全体系提

供了指导，以更好地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和应对食品安全事件及突发事件。

其目标是指导各国食品安全主管部门采取战略行动，强化本国食品安全

体系，并为加强食品安全争取政府高层的支持，同时也为了促进本区域

各国食品安全主管部门的合作。

本《框架》遵循的指导原则包括：以人为本、以国为本；分步加强

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将食品安全问题置于可持续发展和“不让一个人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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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的宏观框架下；营造一种不断改进、积极灵活应变的学习文化；促

进各部门、各利益相关方、各国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本《框架》实施的战略方向从过去仅关注食品的安全性问题，扩大

为关注民众对于食品安全体系的信任及信心；强调各国以基于风险的方

法管理食品安全风险，与国际标准和要求接轨，促进食品安全体系的同

质化发展。

本《框架》的愿景是“人人享有安全食品”，宗旨是“加强食品安

全体系保障公众健康”。为了加强食品安全体系，框架将围绕两个相互

关联的目标开展工作，即：1）管理食品安全风险；2）应对食品安全事

件及突发事件。为实现上述愿景、宗旨和目标，将在以下五个相互关联

的行动领域围绕明确的重点战略方向开展工作：

1.食品安全政策与法律框架

2.基于风险的食品监督与执法

3.食品安全信息与证据

4.食品安全事件及突发事件应对

5.食品安全宣传和教育

《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行动框架》尤其关注太平洋岛国和地区及

发展中小岛国的特殊性，提出了太平洋岛国和地区应考虑的食品安全问

题，包括：食品进口管控、获得适宜的食品分析服务、气候变化相关的

食品安全问题、食品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危险因素干预措施等。针对上

述问题，《框架》提出了针对太平洋地区的各种方法，包括加强并协调

食品安全政策和监管框架、深化区域合作、加强与其他规划的联动、利

用在线平台开展宣传教育等。

鉴于西太平洋区域各国的食品安全体系存在差异，本《框架》提出

了分步骤实施的思路，指导各会员国采取战略行动，强化各国食品安全

体系。分步骤实施的方法将指导各国食品安全主管部门在不同发展阶段

都能建立并加强由相互呼应、相互依赖、协调有序的各部分组成的全面

的食品安全体系。

分步骤实施的策略促进各国食品安全体系的发展从强化基本的食品

安全风险管理和应对能力，过渡到基于风险的管理策略，进而再过渡到



形成多方协作、记录全面的体系。这一举措有助于各国更好地选择优先

干预措施，改善食品安全体系的投资效果。它考虑到会员国目前的食品

安全体系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主体结构仍在不断调整，不同阶段可能

有不同的工作内容。因此，国家可采用分步骤策略来决定优先实施的战

略行动，同时有助于加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食品安全体系的同质化。

单个国家难以确保食品的安全。随着国际食品和农产品贸易日益增

长，国与国之间信息的快速交流，食品链的国际化程度加深，各国食品

安全主管部门应紧密合作以降低食品安全风险，有效处置食品安全事件

和突发事件。为促进加强食品安全体系，本《框架》提出加强区域合作，

通过建立共同平台来监测工作进展，确定食品安全优先行动领域，加强交

流学习，实现不断改善。

多国组织、区域和双边合作项目、私立部门项目、消费者组织、学

术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均参与本区域的食品安全工作。本《框架》将促

进并影响到上述各方的工作。同样，在卫生领域内，《西太平洋区域食

品安全行动框架》参考了一些区域卫生战略和框架的内容，其实施也将

对这些战略和框架产生影响。同时，本框架还考虑了与其他规划的联系，

强调加强有关联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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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食品安全是良好健康的基本要素，是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可

持续发展目标（SDG）呼吁采取行动消除贫困和饥饿，改善营养状况，同

时促进可持续农业发展，以确保粮食安全。实现上述目标的前提是人人获

得足量、营养、安全的食物。

《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战略（2011–2015）》的实施使本区域的食

品安全工作获得了长足进展。然而，食源性疾病对公众健康和经济仍存

在着较大的影响；西太平洋区域每年约有1.25亿人因消费不安全食品而

患病，5万多人死亡。

食品安全是高度复杂的健康问题，需要国内、外多个利益相关方携

手应对。食品安全风险无法消除，只有针对食品全链条采取适宜的风险

管理措施方能得以控制。

近年来，食品生产、加工、贸易、流通和消费的环境已经发生变化，

影响着西太平洋区域的食品安全。食品链条的全球化发展加速，国际食

品和农产品贸易增长实现新高。与此同时，农业部门与食品经销企业不

断加强对接合作，改变了食品领域的构架及权力关系。人口增长、农村

人口流入城市、生活水平提升等因素，增加了粮食生产到消费的中间环

节，提高了人们对速食食品的需求，也使得消费者更加挑剔和苛刻。科

技进步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管理食品风险，调查食品安全事件及突发事件，

并采取适宜的应对措施。社交媒体的出现改变了消费者获取食品安全信

息的途径，给消费者提供了分享食品安全观点的媒介。然而，一些未经

验证的信息也通过社交媒体扩散，影响着人们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认识。

1.1

1.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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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环境持续变化，食品安全事件和突发事件不断出现，影响

了公众对食品安全体系的信任。对食品安全丧失信任已经制约着食品安

全体系的发展，甚至威胁到宏观经济社会的发展。

《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行动框架》借鉴吸收了《西太平洋区域食品

安全战略（2011–2015）》的成绩和教训，在不断变化的食品安全环境中，

指导各国食品安全主管部门实施战略行动，分步骤加强食品安全体系。食

品安全主管部门可利用本《框架》进行政策倡导，争取政府高层的支持，

以强化食品安全，促进与本区域其他会员国食品安全主管部门的合作。

 对食品供应安全的信任

对食品供应安全的信任包括多个维度，影响着食品安全体系各利益相

关方之间的关系。它涉及对食品企业供应安全食品能力的信任，对政府监

督上市食品是否安全之能力的信任，食品制造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相互信

任，以及国家食品安全主管部门与国际食品安全机构之间的相互信任。

食品安全体系利益相关方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是强化国家食品安

全体系的基础。信任程度取决于食品安全体系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远

近，丧失信任将会对健康、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和声誉等造成严重影响。

利益相关者之间要建立起互信关系，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而丧失信

任却可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如何加强人们对于食品安全体系的信任是个复杂的问题，其实质是

形成一种强大的 “食品安全文化”，使各方充分认识到食品安全的重要

性，以降低食品安全风险为荣，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整个食品链的安全。

值得信赖的食品安全体系还应具备以下特点：

 � 能力：具备甄别食品安全风险及实施适宜的应对措施所需的知识、

技能、态度；

 � 透明：公开食品来源、生产过程和食品安全保障措施等信息；

 � 伦理：负责、诚信，全力以赴地管理食品安全风险；

 � 问责：承担应尽的义务，负起责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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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食品安全体系有助于增加人们对食品供应安全的信任，反过

来信任又可以促进系统强化，降低食品安全风险，有助于更好地应对食

品安全事件和突发事件。 

 全民健康覆盖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背景下的食品安全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组织法》提出人人有权享有可能达到

的最高健康水平，而食品安全恰恰是实现该权益的前提条件。健康和食

品安全存在内在联系，二者既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结果，也是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可持续发展目标强调不能以牺牲子孙后代幸福的方式满足当前的需

求。十七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关联、相互依赖。食品安全直接有助于

目标2（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

和目标3（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的实现。

另外，食品安全还与其他一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有关，包括终结贫

困、性别平等、水和环境卫生，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及气候变化等，同时

也受到这些领域工作进展的影响。

可持续发展目标着眼于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等相互交织的各种

因素对健康及发展公平性的多重影响，更加重视健康的社会影响因素，

例如食品与健康的关系。食品安全涉及多个领域，对食品安全风险的管

理也应贯穿“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个食品链。

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应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当下的很多

挑战，如国际贸易影响和气候变化的健康风险，已超出了传统国界限制，

对各国卫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例如，食品国际贸易在让当地百姓获得健

康、安全食品的同时，也可能带来国际食品安全事件和突发事件的威胁。

认识到人类发展和健康始终存在不公平性问题，可持续发展目标确

立了“不让任何人掉队”的核心原则。例如相对富有家庭，贫困家庭更

易发生食源性疾病。传统性别角色赋予女性为家庭制备和处理食物的职

责，因此男性和女性对食品相关疾病及伤害的暴露程度存在差异。要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确保不让任何人掉队，就必须采用全政府、全社会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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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系统的思路，联合政府各部门、民间团体、学术界、发展机构和公

众通力合作。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卫生领域应针对健康公平性和健康的社

会决定因素，牵头采取和倡导相关行动。全民健康覆盖（UHC）的含义

是所有人都能获得优质卫生服务，而且不会因病致贫。全民健康覆盖是

可持续发展目标3的子目标之一，也是实现可持续的公平健康结果、建

立有应对能力的卫生系统的必由之路。全民健康覆盖为整合各种发展及

卫生规划和行动提供了一个平台。西太区的行动框架《全民健康覆盖：

提高健康水平》为本区域的行动提供了宏观基础。

《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行动框架》以实现全民健康覆盖作为卫生

发展的总体目标，提倡采取行动，为人群和个人提供适宜、有效的服务，

开展合作，支持公共政策制定，并加强公共卫生应急能力。该《框架》采

用可持续发展目标及《西太平洋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议程》的

方法，倡导以全社会、全政府、全系统的方式加强本区域的食品安全。

 西太平洋区域的食品安全 

1.4.1 食源性疾病负担

2015年12月，世卫组织发布了《世卫组织全球食源性疾病负担测算报

告》。报告显示：2010年发生的31次食源性危机中，有6亿人患病，42万
人死亡，其中西太平洋区域占患病负担的21%（1.25亿人），死亡负担的

12%（5万人），5岁以下儿童死亡数字惊人（7000人）。腹泻性病原体是

西太区食源性疾病的主要致病因素，最常见的是诺如病毒、非伤寒沙门氏

菌和弯曲菌，在所有食源性疾病中占比近45%。

然而，黄曲霉素，即粮食发霉后产生的一种毒素，是本地区食源性

死亡的首要致病物质，占食源性死亡的18%。第二位致死病因是伤寒沙

门氏菌，在所有食源性死亡中的占比为16%。多房棘球绦虫、中华枝睾

吸虫（中国肝吸虫）和猪肉绦虫等寄生虫在食源性死亡中的占比分别为

14%、11% 和 7%。中国肝吸虫每年感染3万多人，其中20%的病例死亡。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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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约99.9%的中国肝吸虫感染者生活在西太平洋区域。附件1显示了本区

域食源性疾病的患病和死亡负担。

1.4.2 国际食品贸易 

2004–2014年期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食品及活畜贸易量翻了一番

多。2017年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统计数据库显示，食品

及活畜进口贸易总值从2004年的960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2330亿美元，

同期的食品及活畜出口贸易总值也呈增长趋势，从2004年的780亿美元

增长到2014年的2090亿美元。东南亚国家的食品及活畜进口量增加最快

（超过330％），东亚和东北亚国家食品出口量增长最快（超过290%）。 

 食品安全行动框架 

国家食品安全体系的主要目标是保护消费者健康，确保食品的公平

贸易。食品安全体系一定要以食品安全风险分析原则为基础，该原则由

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三个彼此迥异却紧密联系的内容组成。

虽然各国食品安全体系的能力、制度安排和重点领域各有不同，但以下

5个相互关联的领域是食品安全体系的基础：

 �食品安全政策与法律框架

 �基于风险的的食品监督与执法

 �食品安全信息与证据

 �食品安全事件与突发事件应对

 �食品安全宣传和教育

食品安全问题较为复杂，不同领域、不同部门和不同的利益相关方

交织在一起，因此应创造及利用有利条件，促进完善国家食品安全体系。 

有利条件包括：

 � 领导力：协调各部门、各利益相关方树立加强食品安全的共同奋斗

目标，明确工作重点，体现出责任感。食品安全领导力还体现在：

建立食品安全行为准则及为食品安全主管部门、企业与消费者营造

相互信任、彼此支持的合作环境。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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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作：不同国家、不同部门、不同利益相关方为了同一目标联合起

来，建立协作关系。不同食品安全主管部门之间的有效协调，可避

免监管活动的重复或漏洞，更好地利用人力和经费资源。为了实现

共同目标，解决共同的问题，政府部门、企业和消费者间须建立合

作关系。

 � 能力：有管理食品安全风险的责任感，具备必要的技能、知识、态

度和行为。

 � 资源：配置人力和经费资源，确保食品安全体系工作目标的实现。

优化利用资源非常关键，因为任何国家都难以有充足的资源来确保

消费者免受不安全食品的侵害。争取更多的资源，提高食品安全工

作效率，合理规划资源投入，有助于提高食品安全收益。

保证食品安全是食品生产、加工、贸易、运输、制备、服务和消费

等环节各利益相关方的共同职责。

各利益相关方包括：

 � 政府：包括参与食品监管的各部委和机构。各国参与食品安全监管

的部委和机构数量不尽相同，但主要包括卫生部、农业和渔业部、

工业和贸易部、商务部和旅游局等。此外还包括政府主办的媒体和

事业单位。政府有责任确保食品企业遵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向市

场供应安全的食品。 

 � 商业：包括食品业的参与者，如农民、食品生产者、加工者、分销

者、餐饮服务提供者、零售商、批发商及设备、技术和配料的供应

者。食品行业协会、私立研究机构和私营媒体也属于商业部门。食

品生产者肩负主体职责，保证食品在按照预定的用途进行制备和／

或食用时不会给消费者造成危害。

 � 消费者：包括消费者群体和个人。消费者在制作和消费食品时有义

务参与食品安全风险的管理，包括养成良好的食品卫生习惯，预防

家庭内的食品污染。 

图1是食品安全体系行动框架，显示了食品安全体系所包括的相互关

联的核心要素、促进因素及利益相关方，以及如何共同保护公众免受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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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食品危害，促进食品贸易。

图1. 食品安全行动框架

基于风险的
监督及执法

政策与立法

事件及突发
事件应对

宣传与教育

食品安
全系统

信息与证据

资
源

能力

合
作
关
系

领导力

政府

商业部门 消费者

随着食品安全环境的变化，食品安全体系应不断调整以应对当前及

未来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因此，该体系应具有灵活性和通过评估及变

革不断完善的学习能力，并建立起体系绩效评价机制。应建立学习氛围

及持续改善机制，以增强体系对变革的预见性和适应性。

 

目标受众及理由

《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行动框架》目标受众是世卫组织会员国的

国家食品安全主管部门及负责或参与食品安全事件管理和突发事件应急处

置的政府部门。本《框架》旨在指导各国实施有关战略行动，加强各国食

品安全体系，支持食品安全主管部门开展宣传，争取政府高层对食品安全

工作的支持。同时还要加强各国食品安全主管部门在监督工作进展、明确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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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重点领域、营造不断完善的学习文化氛围等方面开展区域合作。

本《框架》根据世界卫生大会决议WHA63.3《推进食品安全行动》

（2010）和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委员会决议WPR/RC62.R5《西太平洋

区域食品安全战略（2011–2015）》（2011）的内容提出。上述决议敦促

会员国加强食品安全，要求世卫组织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发挥协调作用，

加快食品安全工作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实施。

实施时间表

本《框架》提出了较为宽泛的实施时间范围，即2018–2025年。加强

食品安全需要较长的规划和实施过程，《框架》实施时间表凸显了《框

架》的战略指导性。《框架》实施过程中，将根据食品安全最新情况不

断进行修订，并定期总结实施进展，向区域委员会汇报。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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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目的、目标和行动领域2.

愿景、目的和目标

本《框架》的愿景是“人人享有安全食品”，目的是“通过加强食

品安全体系保护人民健康”。为加强食品安全体系，本《框架》围绕以

下两个相关目标开展有关工作：

 � 管理食品安全风险

 � 应对食品安全事件及突发事件

《框架》实施的指导原则

根据以下指导原则实施本《框架》：

 � 以人为本，以国家为本：以人民和国家为中心加强食品安全体系；

 � 分步骤实施：分步骤加强食品安全体系；

 � 人人享有安全食品：在可持续发展和“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宏观背

景下考虑食品安全问题；

 � 建立为不断完善而坚持学习的文化氛围：灵活而适应变化；

 � 构建伙伴关系：建立国家之间、利益相关方之间和各部门之间的合

作伙伴关系。 

战略方向

《框架》实施的总体战略方向是： 

 � 从仅关注食品安全扩大到还要强调对食品安全体系的信心和信任；

2.1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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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施战略行动，加强领导力，构建协作关系，增强能力，为加强

国家食品安全体系提供所需的资源。

 � 采用基于风险的方法管理食品安全风险；

 � 遵照国际建议及要求，促进各国食品安全体系的同质化发展。

行动领域

通过在以下5个相互关联的行动领域采取核心战略行动，支持愿景、

目的和目标的实现（图2）：

图2.《框架》的愿景、目的、目标和行动领域

 
2.4.1食品安全政策与法律框架 

导言

制定循证的食品安全政策与法律框架，采取有效的食品管控措施并

加强守规和执法，是有效的国家食品安全体系的保障。

国家食品安全政策有助于国家食品监管长期目标及预期结果的实现。

2.4

人人享有食品安全

愿景

建立食品安全体系，保护公众健康

强化食品安全体系 

1. 管理食品安全风险   
2. 应对食品安全事件或突发事件

目的

目标

行动领域1

食品安全政策
与立法

行动领域2

食品风险检查
与执法

行动领域3

食品安全信息
与证据

行动领域4

食品安全事件与
突发事件应对

行动领域5

食品安全宣传
和教育

行动领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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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工作应有相应的实施战略或行动计划，明确重点活动和时间要求。

行动计划可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确保资源与目标相匹配。食品安全工

作涉及多个部门，因此食品安全行动计划应与政府的其他工作重点协调

一致，并在现有人力和财力的条件下具备可行性。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为根据风险分析结果采取食品安全措施提供了一

个稳定的有利环境。食品安全法律框架应界定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的法定

责任，明确风险管理体系各方的职责与分工，采用基于风险的方法，并

允许结合食品安全新问题和形势变化对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和增补。

食品安全立法应基于目前可得的最佳科学证据和风险评估结果，涵

盖食品链条各个环节；制定时应广泛咨询各利益相关方，并进行有效的

管理和宣传。为了促进国际食品贸易，国家应确保信息透明，让公众能

够便捷地获得真实可靠的有关法律规定的信息，并将可能影响国际贸易

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修订内容及时告知国际社会。

《国际食品法典》是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的国际参考标准。《国际食品

法典》的标准、指南和行为准则的制定依据是独立国际风险评估机构提供

的最佳证据，及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临时专家咨询会提供的证据。

各国积极参与《国际食品法典》及其他国际食品标准制定机构的讨论，可

确保在《法典》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各国的利益和关切。

《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战略（2011–2015）》积极推动了本区域

食品安全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有多个国家已经制定了食品安全政策

及战略规划，审查、起草和／或颁布了新的食品安全政策和法律法规。

工作进展虽然显著，但仍需加强食品安全政策及法律框架，以更好地

应对新的食品安全问题，指导国家食品安全行动的落实，并确保有关行动

符合《国际食品法典》、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各项协定、《国际卫

生条例》（又称《IHR》（2005））等国际规范和标准要求。这包括加强

各国食品法律法规及政策的等效性和协调一致，促进跨部门协同合作。

制定循证的食品安全政策及法律框架应考虑到具体国情，充分考虑

到食品从业者贯彻法规的能力和食品安全主管部门基于风险的监督执法

能力。这可能意味着要增加人力和财力投入以及加强现有人员的培训和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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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行动

国家食品安全主管部门与主要利益相关方合作，可共同实施以下战

略行动：

 � 征求主要利益相关方意见，并在法律或其他行政法规中界定各方

在食品安全工作中的职责。

 � 根据现有监督执法能力，加强食品安全法律框架，按照《国际食

品法典》和其他国际规范标准的要求及时更新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和标准，确保其以风险为基础、科学、无歧视，同时保持部门间

的协调一致。

 � 依法、依规建立相关食品安全主管部门之间的跨部门食品管控工

作协调机制。

 � 制定国家食品安全跨部门行动计划，明确食品安全体系的组织结

构、食品监管重点、资源配置、系统内人员培训及质控措施等内

容。

 � 制定开展食品安全监管影响评价的流程和指南。

 � 对国家食品安全体系的绩效和效果进行评估。

                2.4.2   基于风险的食品监督与执法

导言

根据“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的定义，食品监督是对食品或食品、

食材、食品加工和流通管控系统的稽查，包括食品半成品和成品的检验，

以确保有关食品符合要求。食品监督旨在确保国产、进口、出口食品的

处置、存储、生产、运输、制备及销售符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要求，

从而为消费者提供保护。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部分源自他们对食品

监管措施效果的看法，因此，食品监督对树立人们对食品安全体系的信

心有着重要作用。

食品从业人员对保证食品安全负有首要责任。政府的职责是制定食

品安全法律法规，并通过执法监督确保法律法规得到遵守。食品监督是

行动领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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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检查的核心内容，也是国家食品安全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传统意义的食品监督是指按照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对产品进

行的随机检查，较少关注食品安全行为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此类检查主

要依赖食品取样和分析，针对违法行为通常进行经济处罚或勒令停业。

这种食品监督模式需要动用较多的资源，对产品取样和检测的依赖可能

导致监督人员不在场时违法行为会蒙混过关。由于对预防性措施重视有

限，此种方法主要是一种纠偏方法。

不同于传统的食品监督，基于风险的食品监督能够发现危险因素和

对监管措施的效果进行评估，从而提高整个系统预防食品安全事件发生

的能力。基于风险的食品监督以“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
原则为行动指导，以结果为导向，重视食品生产过程的检查而不是单纯

地检验最终产品。基于风险的食品监督系统将资源分配向对消费者有高

健康风险的食品生产过程及企业倾斜，根据风险水平采取相应力度的执

法行动，从而优化了对现有资源的利用。加强基于风险的食品监督和执

法，应采取综合的方法，并将重点放在建设基于风险的食品监督“体系”

上。有效的基于风险的食品监督体系应有明确的基于风险的食品监督计

划，各食品监督机构协调合作，并配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基于风险的

食品监督系统的其他特点还包括拥有能力合格的食品监督员、食品企业

登记制度、食品及食品企业风险分类模型、检查纪录系统、基于风险的

检查指南和列表、总结和学习以便不断完善的机制等。

《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战略（2011–2015）》的实施促进了食品安

全监督方法的转变。一些国家已经采纳了基于风险的食品监督方法，加

强了对食品安全风险因素的控制。培训了一批食品监督员，制定了新的

检查表和指南文件。虽然初步实现了从传统模式到基于风险的食品监督

模式的转型，但许多工作仍有待开展。全球食品贸易的增加，食品企业

合作的加强，在线快餐交易量的增加，越来越多家庭厨房制作的食品在

互联网进行销售，都凸显了加强基于风险的食品监督及执法体系的必要

性。应避免目前的监督执法中存在的工作重复及漏洞，加强食品监督人

员的培训，同步推进基于风险的食品监督系统其他领域的工作。同时，

应强化基于风险的食品监督体系与国家宏观食品安全体系的联系，提升

国家食品安全体系的有效性和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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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行动

国家食品安全主管部门与主要利益相关方合作，可共同实施以下战

略行动：

 � 按照国际原则和方法要求，针对国产、进口和出口食品，规划实

施基于风险的食品监督行动。

 � 根据地域分布，任命一批具备资质的食品监督人员，确保食品法

律法规的有效落实。

 � 与政府相关部门合作，建立包括正规和非正规食品企业在内的食

品企业注册登记系统。

 � 提供食品监督工具和设备，确保基于风险的食品监督工作的有效

实施。

 � 建立文件记录全面、统一协调的基于风险的食品监督计划，覆盖

整个食品链条，绩效考核指标清晰并在中央和地方层面得到统一

的实施。

 � 提高食品安全监督人员的能力，为其提供所需资源，确保其按照

高标准履行职责。

 � 为有需要的国家理顺渠道，使其能够获得其他国家或区域食品参

比实验室的服务，从而实现食品成分和重点食品危害的检测。

 � 建立食品经营者卫生定级标准，并确保公众了解有关信息。

                 2.4.3 食品安全信息与证据

导言

准确一致的信息和证据是卫生决策及制定计划的基础，也是履行

《关于准确一致的信息和证据是卫生决策及制定计划的基础，也是履行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协定）

和世贸组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TBT协定）等国际公约和协定

的出发点。然而，食品安全信息往往零碎且不一致。食品安全风险分析

原则强调，在食品安全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中应充分发挥独立科学意见

行动领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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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风险评估是风险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风险评估取得的数据和

证据可为风险管理和决策提供依据。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会使用多种来源

的信息，发现并确定食品安全危害，评估人对有关危害的暴露，确定危

害暴露带来的总体风险。

信息的来源可包括食源性疾病负担研究、持续进行的食源性疾病事

件监测与指标监测、食品监控规划等相关来源。将食品安全主管部门收

集的数据和公共卫生系统及其他系统收集的数据有机关联十分重要，可

为选择正确的风险管理方案提供依据。同样，食品安全主管部门和学术

界的紧密联系可促进国际食品安全循证证据的及时合理使用。

《国际食品法典》和FAO/WHO专家委员会制定了国际认可的食品标

准及风险评估方法，各国可将其用于实施国家食品安全规划。鼓励各国

通过将《法典》标准纳入国家立法和政策、提供反馈意见、共享数据等

方式，参与国际风险评估工作的开展。

食品实验室承担着提供食品安全数据的重要职责。实验室负责分析食

品样本，识别、分析、测量污染源、病原体或其他食品安全危害物质，包

括耐药性病原体和食品农药残留检测等，实现对食品的质量控制。食品安

全实验室发布的信息为政策制定和决策提供了重要基础。全区域应努力加

强对现有实验室资源的利用，为国家食品安全工作提供支持。

食品检验分析设备、工具和工艺等食品新科技快速发展，新技术不断

涌现，如针对危害食品安全物质的超灵敏检测技术、全基因测序、纳米技

术和基因技术等，为食品安全监管和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西太平洋区域各成员国开展食品风险评估的能力差异巨大，各国可

获得的食品安全证据及信息量也各不相同。《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战

略（2011-2015）》的实施增加了各国的食品安全信息，有助于支持风险

分析及政策制定。本战略与《亚太地区新发疾病防治战略》（APSED）

一道，强化了食源性疾病的监测与应对，推动了总膳食研究和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的工作。

应再接再厉，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主管机构与主管国家公共卫生监

测、风险评估与应对体系的疾病监测部门的合作。同时，应在食品信息

收集和风险评估方面加强区域合作，包括积极利用并参与“东盟食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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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风险评估中心”（ARAC）和“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等全球及区域

食品风险评估工作。食品安全主管部门还应密切与研究机构的合作，以

结果为导向委托科研项目，支持食品安全风险管理工作。

战略行动

国家食品安全主管部门与主要利益相关方合作，可共同实施以下战

略行动：

 � 确保现有的监测、风险评估和应对体系中包括食源性疾病内容，

确保食品安全主管部门能够获得分层的食源性疾病监测数据。

 � 与科研机构及食品实验室开展合作项目，监测食品消费模式、食

品构成和危害公众健康的重点食品安全危害，提高监测数据的易

得性。

 � 支持研发并提供所需资源，提供更多的食品安全循证信息，指导食

品安全政策的制定，包括开展食源性疾病负担估算和总膳食研究。

 � 建立讨论、协商、规划和开展食品安全事件及突发事件（包括食

源性疾病暴发）的专项研究的机制。

 � 与管理新发疾病和公共卫生应急处置的负责部门合作并提供所需

资源，提高公共卫生实验室的能力，确定新发或异常食源性疾病

疫情的病因。

                   2.4.4 食品安全事件及突发事件应对

导言

食品安全事件与突发事件形式多样，各国食品安全体系的能力各异，

对有关事件的界定及处置方式也存在差异。食品安全事件及突发事件包

括食源性疾病暴发、食品欺诈和掺假、化学污染、标签问题、其他不合

规定的问题。随着食品链的全球化以及食品和农产品国际贸易量的日益

增长，不安全食品跨国传播的风险日益加剧。

一个国家发现并应对可能成为国内或国际关注的食品安全事件的能

力，是《国际卫生条例》（2005）所要求具备的核心能力之一。国家食品

行动领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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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体系是管理食品安全事件及突发事件、减少其公共卫生、经济和社会

影响的关键。各国食品安全体系应采用《国际食品法典》定义的风险分析

原则及方法，开展食品安全事件及突发事件的预防、防范和应对工作。

国内外食品安全事件及突发事件的来源多样化，应采用跨学科的方

法，联合各部门各利益相关方，并建立国家间有效沟通机制，才能做出

成功应对。这需建立可靠的食品召回和溯源制度，积极参与“国际食品

安全主管机构网络”（INFOSAN），并建立公共卫生应急准备、风险

评估和响应系统。《亚太地区新发疾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战略》

（APSEDIII）中提出了完善监测、风险评估和应对体系的战略举措。为

有效应对食品安全事件及突发事件，食品安全主管部门应明确食品安全

事件及突发事件调查及应对活动中的职责与分工，并加强相互合作。

《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战略（2011–2015）》的实施有助于增强

各国和本区域识别、评估和管理食品安全事件和突发事件的能力。《战

略》的实施不仅推动了国家食品安全应急处置计划的制定，还促进了各

国对INFOSAN活动的参与，推动制定了食品召回指南和加强了食品安全

风险沟通工作。区域食品安全战略与APSED和APSEDIII一道，共同加强

了作为新发疾病监测总体系统组成部分的食源性疾病监测与应对工作。

未来，各国应按照《国际卫生条例》（2005）要求，继续强化食品安

全核心能力建设，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系统中食源性疾病的准备、监测、风

险评估和处置能力，明确界定各方职责分工，强化食品安全主管部门开展

调查及应对食品安全事件及突发事件的能力，包括加强食品召回和追溯系

统，鼓励各国参与INFOSAN活动

战略行动

国家食品安全主管部门与主要利益相关方合作，可共同实施以下战

略行动：

 � 与新发疾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与应对部门合作，制定食品

安全事件及突发事件调查和响应程序，明确分工职责。

 � 积极参与INFOSAN活动，加强INFOSAN应急联络机构和国家IHR
归口单位在应对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方面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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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保障食品安全主管部门的法定执法权，使其有权执行食品召回等

应急风险管理措施。

 � 建立完善国家食品召回和追溯系统，并与食品企业合作，共同制

定和完善食品召回和追溯计划。

 � 加强INFOSAN应急联络机构和食品监督人员的能力，使其有效参

与食品安全事件及突发事件的调查和处置。

 � 与新发疾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与应对部门合作，共同开展

食品安全事件与突发事件调查与应对体系的评估、测试和监测。 

                2.4.5 食品安全宣传与教育

导言

食品安全宣传与教育在国家食品安全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防范功能。

食品安全沟通包括食品安全风险沟通†以及广义的有关食品安全风险管理

措施和实施效果的信息宣传。食品安全信息沟通有助于食品安全体系各

利益相关方了解食品安全风险因素和可能的风险控制对策，鼓励并建议各

方采用最佳实践，改变行为，在食品安全事件及突发事件发生时采取哪些

正确措施。食品安全教育很关键，可确保食品企业运营者、食品生产经营

者、食品安全官员、消费者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具备履行责任的必要能力。

风险沟通是《国际卫生条例》（2005）要求各国必备的一项核心能

力，也是向公众提供信息、使其作出能降低食品安全风险的知情选择的

基础。食品安全风险沟通一定要采取公开、透明、及时和主动的方式。

食品安全风险沟通在维护食品安全体系的公信力、公众信心和提高消费

者满意度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这些都是加强食品安全的关键。

结合食品安全领域的新进展，对食品安全官员、食品生产经营者和

其他参与食品生产、流通和管理的人员进行培训，是一项应持续开展的

工作，需要不断总结和更新。应与食品企业一起为食品生产经营者设立

†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将食品安全风险沟通定义为在整个风险分析过程中在风险评估人

员、风险管理人员、消费者、企业、学术界以及其他有关各方之间的信息和看法的互

动式交流，涉及风险、风险相关因素和风险感知，包括风险评估结果的诠释和为风险

管理决策提供基础。 

行动领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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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项目，内容应涵盖生产和提供安全食品所涉及的伦理标准和行为等。

应定期对信息沟通和宣传教育活动的效果进行评价，并应考虑采用社交媒

体和在线培训等创新宣传方式。

近年来，社交媒体已成为非正式沟通和快速交流信息的重要工具。

因此，很多真假难辨的食品安全信息都在社交网络里传播，有时甚至在

官方信息发布之前就开始散播。社交媒体是向公众推送信息的绝佳媒介，

也为完善食源性疾病事件监测提供了机会，但其也可能加快谣言等未知

真假的信息在各方中的迅速传播，因而导致对食品安全风险的错误看法

并最终做出不明智的决策，危害公众健康。食品安全主管机构应改变宣

传策略，以适应这些新兴的传播渠道。

《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战略（2011–2015）》有力地推动了食品安

全风险沟通和培训工作的开展。食品安全监督人员示范培训课程已开发

完毕，大量的食品安全监督人员和食品生产经营者通过国内培训项目、

海外短期专题培训和在线学习网络等方式接受了培训。另外，在区域和

国家层面还开展了食品安全知识宣教活动，并针对当地受众制作了当地

语言的宣传资料；还制定了以食品安全为关注点的学校食品政策；有些

国家还立法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必须参加培训。

食品环境的飞速变化使食品安全沟通和培训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重要。除了突发事件风险沟通、行为改变风险沟通和实施工作风险沟

通外，还应关注更广义的食品安全沟通的公开透明性。食品安全沟通可

包括食品安全体系如何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及采取了哪些措施保护群众健

康等内容。持续、透明的沟通有助于建立食品供应安全的公信力，使各

利益相关方对风险管理措施更有信心。

食品安全宣传与教育应满足特定受众的需要，关注基于风险的食品监

管的最新原则和方法。应进一步重视设立食品安全教育项目和计划及其实

施和筹资问题。培训项目和计划有助于为保障食品生产及消费的安全营造

有利环境。同时，还应在食品安全主管机构中指定适宜的发言人，并利用

社交媒体及在线沟通等新技术开展食品安全教育和宣传活动。

战略行动

国家食品安全主管部门与主要利益相关方合作，可共同实施以下战



20

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行动框架

略行动：

 � 确保在食品安全主管部门内指定适宜的发言人，统筹建立跨领

域、跨机构的食品安全沟通计划。

 � 与食品企业和消费者代表合作，提供所需资源，通过适宜的平台，

建立实施适宜的针对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宣传项目。

 � 利用媒体及发放宣传教育信息和材料，提高公众对食品安全的认

知。

 � 建立公众认知、媒体和其他非正式报道的系统监测机制，为食品

安全宣传与教育工作提供信息基础。

 � 制定并实施以结果为导向的国家食品安全培训策略，包括对食品

企业人员、执法人员和食品实验室人员的培训。

 � 按照国家食品安全培训策略要求，与相关教育机构合作，建立实

施旨在提高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监督人员和食品实验室人员能

力的培训项目。

 � 建立对食品安全沟通和培训项目的效果进行定期评价的机制。

 � 利用INFOSAN或其他现有机制作为平台，促进国家间不断开展食

品安全信息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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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地区的食品安全问题3.

 导言

西太平洋区域包括21个太平洋岛国和地区。太平洋次区域在地理、

人口、文化、经济及健康状况方面存在差异。但是作为一个次区域，这

些太平洋的小岛国具有一些共同点，包括人口规模相对较小、居住分散、

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但覆盖率低、远离国际市场、人力资源

有限等。

太平洋次区域的上述特点使其更易受食品安全事件和突发事件的影

响。这些国家高度依赖食品进口，一些国家甚至95%的食品供给依靠进

口。气候变化日益影响该地区的食品安全及人口健康，已成为政府高度

优先的事项。与此同时，由于非传染性疾病（NCD）的高负担，太平洋

地区领导人已宣布处于危机状态。

在大多数太平洋岛国和地区，食品安全属于环境卫生规划的内容，

大多数食品安全官员还同时肩负着其他职责，履行其他任务。太平洋地

区食品安全体系存在较为严重的条块分割现象，人力资源和经费有限。

鉴于太平洋岛国及地区具有特殊性并面临着共同的食品安全挑战，实施

本《框架》需要有专门针对太平洋地区的方法。

 太平洋岛国及地区的食品安全问题

在《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行动框架》的总背景下，太平洋岛国及

地区需考虑以下太平洋地区特有的问题： 

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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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进口监管

太平洋岛国及地区的粮食供应日益依赖进口食品，这种状况未来还

将持续多年。进口食品增加了膳食的多样性，促进了食品的可及性，同

时也增加了消费者接触劣质食品和遭遇食品问题的几率，因而增加了食

品安全事件及突发事件的风险。太平洋地区进口食品相关的食品安全共

性问题包括：外语商标和标签错误问题，进口时食品快过期或已过期问

题，运输、转运和存储时间以及温度不当的问题，劣质食品增加非传染

性疾病负担的问题。有效的进口食品监管体系应具备以下要素：基于风

险的食品法律法规；针对文件检查、稽查、取样和召回等环节的备案程

序；明确各部门和利益相关方的职责分工，包括有效的协调等。在大多

数太平洋岛国和地区，进口食品监管由多个部门和机构负责；政府在保

护公众健康、促进国际食品贸易的同时应强化进口食品的监管。

 
获得适宜的食品分析服务

大多数太平洋岛国和地区开展食品物理、微生物和化学检验的能力

有限。本区域获认证的食品检验实验室极少，缺乏开展食品检验分析的

能力，无法验证食品企业是否贯彻了食品安全措施，也不能支持开展食

源性疾病暴发的调查。建立和运行食品检验实验室的成本较高，而大多

数太平洋岛国及地区需要检验的食品样本较少，因此，要求所有国家都

配备先进的食品检验机构是不切实际的。故建议太平洋小岛国可寻求本

地区或其他地区现有食品参比检验机构的帮助，对重点有害物质或食品

成分进行分析。

 
气候变化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

气候变化、包括日益频发和加重的自然灾害都会影响粮食安全，增

加太平洋地区发生食源性和水源性疾病的风险。温度变化、降雨及海平

面变化影响到当地农业及粮食生产，也影响到病原菌的生长及存活状况，

增加腹泻和食物中毒的风险。过去20年中，太平洋地区的贝类中毒和西

加鱼中毒事件不断增加，与极端天气和海表温度变化下有害藻类的急剧

增加有关。太平洋小岛国是全球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气候变化

的有害影响将会继续影响当地的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建议太平洋岛国

和地区采取适宜的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包括风险沟通措施，以缓解及减

少气候变化对食品安全的影响。



23

食品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危险因素

太平洋国家领导宣布遭遇非传染性疾病危机。非传染性疾病有多重

危险因素，不健康饮食就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近年来，太平洋岛国及

地区虽然采取了各种措施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但仍是全球非传染性

疾病负担最重的国家。食品安全体系在减轻非传染性疾病负担、提高食

品的安全与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制定并实施范围广泛的食

品政策及法律框架，将食品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素考虑在内。

太平洋地区强化食品安全的举措

围绕相关食品安全问题，建议太平洋岛国和地区考虑以下实施策略

（见专栏1）（见下页）。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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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 太平洋地区加强食品安全的举措

举措

1.加强并协调食品安全政策和法律框架

实施模式

 � 按照国际要求及建议并考虑到太平洋地区的实际需要，共同设立并实施食品安全示范监

管措施。

 � 制定区域政策，明确食品监管的共同要求及措施。

2.加强与其他规划的联系，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行动

实施模式

 � 为有效发现、调查和应对食品安全事件与突发事件，应加强与新发疾病管理部门、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防范与应对部门及《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的合作。

 � 为制定食品安全政策和法律，应加强与更广泛的卫生治理及监管部门以及与农业和贸易

法律框架工作的联系。

 � 为了提高食品安全意识、加强培训和教育，应加强与健康促进和教育工作、环境卫生及

其他现有的培训项目的联系。

3.利用在线平台开展宣传与教育活动

实施模式

 � 作为传统沟通方式的补充，利用社交媒体对公众进行传播，向岛外及偏远地区居民传递

食品安全信息，以增加其对食品安全风险及应对措施的了解和认知。

 � 利用太平洋开放学习卫生网络（POLHN）等现有在线培训和教育平台，对食品制作者和

食品监督员进行持续的培训和教育。

 � 利用INFOSAN社区网站提供的平台，定期交流信息以及在发生国际关切的食品安全事件

和突发事件时快速交换信息。

4.加强区域合作

实施模式

 � 提高获得具备检测重点食品安全有害物质及食品组分能力的参比实验室服务的容易程度。

 � 寻求机会举办太平洋食品安全双年度会议，以便监控《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行动框架》

实施工作的进展，确定共同的优先领域，促进学习和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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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西太区各国食品安全体系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各国在食品安全问

题应对方面采取了不同措施，应结合各国需要和重点问题选择适宜的食

品安全改善措施，措施实施时机需考虑各国政策情况、资源情况、各国

对国际和区域策略的重视程度及公众支持度。

充分认识到西太平洋区域各国食品安全体系的差异性，《西太平洋

区域食品安全行动框架》采取分阶段发展策略，指导各会员国采取加强

食品安全体系的战略行动。分阶段发展的方法旨在指导各国食品安全主

管机构建立和加强食品安全“体系”，包括一系列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工

作领域组成协调一致的综合体系，而不是强化某一领域的工作，不顾及

体系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

分步实施策略有助于促进系统转变，从满足食品安全风险管理和响

应的最低法律和实施要求，转变为采用基于风险的方法的系统，再到部

门协作、多方参与、全链条监管的系统。分步实施方法有助于国家选择

重点干预措施，改善食品安全体系投入的效益。图3介绍了食品安全体系

的分阶段发展策略和各阶段的主要特点。

分步实施方法考虑到各国现有食品安全体系的结构不断变化，其不

同组成部分可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各国可采用分步实施方法

明确本国的重点战略行动，不断加强在各自发展阶段的食品安全体系的

统一性。

4.1

4. 《框架》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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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食品安全系统发展阶段

       4.1.1 发展阶段：满足基本要求 

处于第一发展阶段的食品安全体系，重点要达到食品安全风险管理

和突发事件应对体系的基本法律和操作要求。表1显示了食品安全体系第

一发展阶段的主要内容。

表1. 食品安全系统第1发展阶段重点内容

行动领域 组成部分

政策与立法框架  � 明确食品安全体系各利益相关方的职责与分工

 � 制定符合《国际食品法典》和国际规范的食品生产、制备、存
储、加工、销售和配送的法律措施

基于风险的监督和执法  � 指定有资质的食品执法人员

 � 正规企业登记制度

 � 配备食品监督的基本设备和工具

信息与证据  � 将食源性疾病或综合征纳入现有的基于指标和事件的监测系统

 � 在国家新发疾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评估和应对体系中包括
食品安全事件与突发事件的内容

第一阶段

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管理
和突发事件应对的基本

法律和操作框架

第二阶段

将基于风险的管理方法用
于食品安全风险管理及食
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应对

第三阶段

建立多部门和各利益相关
方协调合作、全链条监管

的食品安全体系

第1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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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领域 组成部分

事件及突发事件应对  � 食品安全主管机构应具有行使食品召回、风险管理等应急风险管
理措施的法定职责

 � 指定INFOSAN应急归口单位，并与《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
单位建立联系

宣传与教育  � 指定食品安全风险发言人及明确沟通协作指导原则

 � 针对食品制作者的食品安全基本培训项目

 � 提高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的项目

       4.1.2 发展阶段：采用基于风险的策略

处于第二发展阶段的食品安全体系开始在食品风险管理和应对食品

安全事件及突发事件中采用基于风险的策略。表2显示了食品安全体系第

二阶段的重点内容。

表2. 食品安全体系第二发展阶段重点内容

行动领域 内容

政策与立法框架  � 食品安全各职能机构及各项活动的协调机制 

基于风险的监督和执法  � 基于风险的食品监督计划

 � 涵盖所有食品企业的注册登记制度

 � 能够获得有能力检验食品成分及有害物的食品参比实验室的服务

信息与证据  � 食品消费及食品成分监测项目

 � 影响公众健康的食品安全危害的监测项目

 � 开展不定期研究，作为常规监测和应对数据的补充

 � 提供食源性疾病实验室监测服务

事件及突发事件应对  � 食品召回系统

 � 食品安全事件及突发事件调查及处置流程

宣传与教育  � 食品安全宣传平台

 � 国家食品安全培训策略

 � 食品安全沟通计划

第2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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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发展阶段：强化协作，全过程纪录

处于第三发展阶段的食品安全体系已在各利益相关方之间建立起很

深的信任关系，共同致力于强化跨部门、文件记录良好、协调有序的合

作。表3显示了第三阶段食品安全体系重点领域。

表3.食品安全体系第三阶段重点内容

行动领域 内容

政策与立法框架  � 制定跨部门的国家食品安全规划

 � 将开展监管影响评价的流程纳入立法

 � 定义明确、协调一致、基于风险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 食品安全体系绩效监测评估机制

基于风险的监督和执法  � 建立全食品链统一、公正的执法监督活动的文件记录系统

 � 食品场所卫生评级措施

信息与证据  � 协调一致的国家监测系统（基于指标和基于事件的食品监测系统

和不定期研究）

 � 旨在完善食品安全循证信息的研发工作

 � 国家食源性疾病负担测算

 � 总膳食等相关研究

 � 建立食源性疾病监测数据收集、评估、使用及决策转化机制

事件及突发事件应对  � 食品安全事件及突发事件调查及处置的检查和监控机制

 � 有文件记录的食品召回及追溯制度

宣传与教育  � 食品安全宣传沟通工作效果评价机制

 � 舆情、媒体报道及其他非正式报道的监测体系

第3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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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实施工作的区域机制

任何国家单打独斗是无法保障食品安全的。随着食品和农产品国际

贸易的增长，跨国信息的快速传递，食品企业的国际化，食品安全主管

部门有必要紧密合作，降低食品安全风险，有效处置食品安全事件及突

发事件。

高层领导重视是贯彻落实《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行动框架》的关

键。在实施过程中，应定期向西太区区域委员会汇报进展。为促进《框

架》的实施，建议围绕以下目标建立区域合作平台和加强区域合作：

 � 监测框架实施进展；

 � 确定共同行动内容；

 � 交流经验，促进学习，实现国家食品安全体系的持续完善。

区域共享平台将结合现有区域食品安全项目，组织各国食品安全主管

部门出席会议，讨论和明确共同关注的食品安全议题。本区域目前开展的

食品安全项目包括FAO／WHO亚洲协调委员会（CCASIA）、FAO／WHO
北美和西南太平洋协调委员会、APEC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和东盟第四卫生

组加强食品安全小组开展的工作。

鉴于西太区会员国地理、文化和人口差异，考虑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食品安全的共性问题，可考虑分别建立亚洲和太平洋国家两个区域平台。

区域共享平台将根据各国体制情况，汇集来自于各国卫生部或其他

部委的食品安全体系主要管理者。合作机构及出资方将从各自项目和干

预角度分享信息和加强食品安全体系的经验。世卫组织将作为秘书处机

构，根据经费情况，牵头组织双年度会议。

食品安全合作工作组（FSCWG）由APEC食品安全合作论坛、东盟

第四卫生组加强食品安全小组、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
和世卫组织组成，将继续促进各方之间的非正式协作及信息交流机制。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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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控《框架》的实施

为监控《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行动框架》的实施，将整合各种机

制及工具。

在区域层面，将利用区域共享平台定期评估《框架》实施的总体进

展。在国家层面，将利用“《国际卫生条例》（2005）监测评估框架”

（IHR MEF）监测各国对可能构成国内或国际关注的食品安全事件的识

别与处置能力建设工作的进展。

IHR MEF包括4部分内容：

1. 年度报告制度；

2. 行动后评估；

3. 演练；

4. 联合外部评估（JEE）

《国际卫生条例》年度报告工具及联合外部评估（JEE）对《国际卫

生条例》（2005）要求的食品安全能力进行评估。年度报告工具包括三项

食品安全相关指标，各项分值在1–5之间。指标包括：

1. 国家食品立法范畴；

2.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协作处置和对INFOSAN的参与程度；

3. 设计并开展风险分析，以实施食品安全管控措施

由国内外技术专家组成的联合外部评估（JEE）小组每隔5-6年开展

一次联合外部评估（JEE）。对于《国际卫生条例》（2005）要求的食品

安全核心能力，JEE通过一些背景及技术问卷来评价食源性疾病及食品污

染问题的识别与应对机制是否建立，功能是否具备。这些机制包括参与

疫情处置人员的培训、应急处置措施、沟通机制及多部门参与机制等。

各国除通过IHR MEF进行监测外，还可结合本国要求、重点工作和数

据情况，补充本国特有的食品安全监测指标。图4显示了实施《框架》相

关的区域和国家监测机制。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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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区域和国家监控机制

国家层面

区域层面

西太平洋区域委员会 

区域平台

IHR 监测评估框架

区域食品安全

项目

各国监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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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行动框架》认识到，很多降低食品安全风

险的必要措施超出了政府和卫生部门的可控范围。食品企业、消费者及

其代表和农业、环境、商务、教育、渔业、工业、贸易和旅游业等各政

府部门，都肩负着维护食品安全的职责。

各种多国组织、区域和双边规划、私营机构、消费者组织、学术机

构和非政府组织都在参与食品安全工作。各方共同努力，贯彻落实《西

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框架行动》，加强各国食品安全风险管理和应对食

品安全事件及突发事件的能力。与此同时，《框架》也在助力各方加强

食品安全的工作。

在全球层面，《推动食品安全工作——食品安全（包括食源性人畜

共患病）战略计划（2013–2022）》和《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战略计划

（2014–2019）》为世卫组织和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的全球食品安全工

作及食品标准的建立提供着指导。世卫组织将按照上述两个计划支持会

员国实施区域行动框架。

在区域层面，CCASIA 和CCNASWP的有关工作有助于区域《框架》

的实施，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FAO
和OIE等其他合作组织的食品安全战略及框架也对本《框架》的实施起

着支持性作用。

在太平洋次区域层面，本《框架》以1995年《亚努卡岛宣言》提出

的、2015年《太平洋岛国和地区健康亚努卡岛宣言》重申的“健康岛屿”

愿景为基础，并与多机构提出的《太平洋地区粮食安全行动框架》相吻

合，后者提出了系统性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方法，并呼吁食品安全等多

个部门采取行动，共同改善太平洋地区的粮食安全问题。

加强与其他策略和规划的联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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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概述了与《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行动框架》相互影响的全球、

区域和次区域战略与框架。 

图5. 与《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行动框架》有关的国际、区域和国家战

略与框架

除有助于各种全球、区域和国家食品安全战略及框架的实施外，在

全民健康覆盖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宏观的背景下实施本《框架》，还可与

多个健康相关的全球和区域战略及框架的实施相互助力。

新发疾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食品安全是卫生安全的重要内容，是《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

核心能力之一。作为落实《国际卫生条例》（2005）核心能力要求的通

用实施框架，《APSEDIII》提出了针对食品安全危害在内的各种公共卫

生危害的防范、风险评估和处置方法，为会员国、世卫组织及合作各方

提供了重要的合作平台，以加强针对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疫情、包

括由不安全食品引起的事件的防范、风险评估和处置。

《APSED III》通过加强会员国在食品安全及其他领域的《国际卫生

条例》（2005）核心能力，助力《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行动框架》的

5.1

WHO:《食品安全（包括人畜共
患病）战略计划（2013-2022）》

FAO:《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预防系
统战略计划》

OIE:《第六个战略计划（2016-
2020）》

CODEX:《国际食品法典战略计划
（2014-2019）》

GFSP:《全球食品安全合作战略框
架（2015-2020）》

FAO:《太平洋多国规划框架
（2013-2017）》

多机构：《太平洋地区粮食安全行
动框架》

FAORAP:《FAO区域优
先框架（2010-2019）》

ASEAN:《东盟地区粮
食安全战略行动计划
（2015-2020）》

ASEAN卫生4组：《保
障食品安全工作规划
（2016-2020）》

APEC:《促进贸易食品安
全现代化框架》

OIE:《第二个区域工作计
划框架（2016-2020）》

全球

区域

国家



34

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行动框架

贯彻落实。《APSED III》通过加强以下8个相互关联方面的能力，尤其

有助于提高行动领域3（食品安全信息证据）和行动领域4（食品安全事

件及应急）的能力：

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

2. 监测、风险评估及应急响应

3. 实验室

4. 人畜共患病

5. 利用医疗卫生服务加强预防

6. 风险沟通

7. 区域应急防范、预警和响应

8. 监测与评价

同时，《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行动框架》通过以下加强食品安全体

系的风险管理能力及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的方式，有助于《APSED 
III》的实施：

 � 食品检验实验室能力，提供重点食品安全有害物质快速检测；

 � 加强食品安全主管部门法定权力，在食品安全事件及突发事件处

置时可采取必要的执法措施，如暂时关闭食品企业、要求并实施

食品召回、获取样品和开具罚单等；

 � 强化食品召回制度，从而能迅速将有害或可能有害的食品从市场

上撤回；

 � 加强食品安全事件和突发事件的风险沟通能力，包括借助

INFOSAN进行沟通和加强INFOSAN应急归口单位和国家IHR归
口单位之间的沟通与协作。

 灾害的健康风险管理

西太平洋区域是世界上灾害最多发地区。全球10个灾害风险最高的

国家中，有6个位于西太区。灾害的健康风险管理（DRM-H）是多部门

联合开展的项目，通过联合开展以下措施，系统地分析和管理灾害和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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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事件带来的健康风险：1）减少危害和降低脆弱程度，缓解和预防风

险；2）应急准备；3）应急处置；4）灾后恢复措施。

《西太平洋区域灾害健康风险管理行动框架》指导开展灾害风险管

理四个阶段的能力建设，提出卫生领域重点行动，加强自然和人为灾害

的风险管理。这一《框架》通过强化区域、国家及地方的灾害卫生风险

管理（包括食品安全风险管理）能力，支持《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行

动框架》的实施。

《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行动框架》有助于加强各国食品安全风险

管理能力及食品安全事件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因此对《西太平洋

区域灾害健康风险管理行动框架》的落实有积极意义。《西太平洋区域

食品安全行动框架》还有助于加强各部门和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沟通和

协调，这对灾害风险管理至关重要。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AMR）威胁到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所取得的

历史成就，也威胁到宏观发展。世界各地都报道了常见社区获得性致病

菌的耐药问题。抗微生物药物在食用动物中的过度使用和不当使用，加

大了耐药病原体通过食物链和环境传给人的风险，而脆弱人群面临的风

险更高。动物性食品中的抗微生物药物残留可能引起过敏、肠道菌群改

变和导致细菌耐药，因而也会造成健康问题。

根据《全球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行动计划》，《西太平洋区域抗微

生物药物耐药性行动议程》提出了本区域消除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对健

康及发展之影响的重点行动内容，包括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监测、抗微

生物药物使用监测等；这些都与食品安全总体监测密切相关，也是国家

食品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太区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行动议程》

支持“大健康”的思路，即，提倡以多部门沟通协作的方式设计实施各

项规划、政策、立法和科研，以取得最佳公共卫生结果。这一思路要求

卫生、动物卫生和环境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工作，最大程度地减少抗微生

物药物耐药性的发生和传播，同时也对加强国家食品安全体系内的多部

门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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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行动框架》认识到农业及畜牧业等食品初

级生产阶段就应谨慎使用抗微生物药物，食品安全主管部门肩负着应对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的首要职责，应着重开展以下工作： 

 � 加强食品抗微生物药物残留及微生物污染标准的立法，并加强食

用性动物抗微生物药物使用标准的立法；

 � 加强食品抗微生物药物残留的监测和食品链中重点食源性病原体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监测。

此外，食品安全主管部门应加强宣传，引起高层领导对抗微生物药物

耐药问题的重视，加强“大健康”卫生治理结构和多部门合作，支持消费

者教育及风险沟通工作，倡导食品初级生产阶段合理使用抗微生物药物。

被忽视的热带病

被忽视的热带病（NTD）包括迥然不同的一组疾病，与热带地区贫

困问题密切相关。很多被忽视的热带病的病因是人类摄入了被寄生虫卵

或幼虫污染的食物。这类疾病包括吸虫病、绦虫病、猪囊虫病、包虫病、

土壤传播的蠕虫病等。西太区一些国家的此类疾病负担很重，有些疾病可

迁延不愈，导致肝癌或胆管癌、癫痫甚至过早死亡。这些疾病的持续传

播往往与食品生产、加工、准备过程的不当操作有关，还与摄入被污染

食品或动物制品、尤其是生鱼或不熟的肉类有关。很多被忽视的热带病

的长效解决方案都需要改善环境卫生和行为，加强食品安全，改善农业

生产方式和饮食习惯，并将这些变化保持下去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目前正在起草的《西太平洋区域被忽视的热带病行动计划》将直接

推动《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行动框架》的实施，促进“大健康”干预

措施的普遍可及。具体包括：治疗与管理人类和动物贮主，改善社区卫

生环境和卫生设施，改善农业及水产养殖方式，以及通过开展有关食品

制备和消费的有效公众宣传提高社区能力等。《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

行动框架》通过改善环境卫生和卫生设施、对食品生产商开展食品操作

培训、对公众开展食品安全制备和操作的宣传、加强基于风险的监督和

执法等，还将有助于被忽视的热带病规划的实施。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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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与环境

食品安全与环境健康是密切联系的两个健康领域。一些国家环境卫

生规划包括食品安全内容，环境卫生官员身兼数职，往往也承担着食品

监督员的工作。《西太平洋区域变化世界中的环境与健康行动框架》指

导各国采取实际措施改善国家环境与健康状况，包括提高环境卫生治理

和领导能力，建立协作网络及合作联盟，分享风险和环境影响的证据，

筹集战略资金、争取资源等。这些战略行动有助于落实《西太平洋区域

食品安全行动框架》，加强食品安全体系能力。

同时，《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行动框架》可增强各国收集环境危害

及食品污染物及其对健康影响的数据和证据的能力，进而推动《西太平洋

区域变化世界中的健康与环境行动计划》的实施。食品安全框架还有助于

建立跨部门、跨利益相关方和跨境合作关系，促进区域合作。 

营养和非传染性疾病

西太区国家面临着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本区域有两个区域行动计

划指导着各国改善营养和应对饮食相关慢性病危险因素的工作。《西太

平洋区域非传染性疾病预防与控制行动计划（2014–2020）》旨在减少本

地区可预防的非传染病发病、残疾和死亡。《西太平洋区域减少营养不良

双重负担行动计划（2015–2020）》整合了全球及区域的健康与营养指南

有关内容，鼓励各国统筹部署有关战略的全面实施，在防治饮食相关疾病

的同时，减少营养不良的危险因素。

上述两个行动计划通过以下措施推动着《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行

动框架》的实施：加强国家食品营养政策和行动计划；联合食品制造商

和加工商共同制定指南和政策措施；促进公共机构中健康食品的供应；

推动营养标签的应用；保护和促进母乳喂养；加强旨在保护、促进和支

持健康饮食的立法和执法工作。同时，《区域框架》也通过以下方面加

强了营养和非传染病行动框架的落实：加强会员国食品监管政策与立法；

† 世卫组织对营养不良双重负担的定义为营养不足与营养过剩和营养相关非传染病同时

存在。 

5.5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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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基于风险的监督和执法；加强沟通宣传。太平洋小岛国居民健康和

可持续发展面临着非传染病危机的巨大挑战，更有必要加强食品安全、

营养和非传染病规划之间的合作。 



39

参考书目

Codex Alimentarius (2013).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food control systems, section 
4. Framework for the Design and Operation of the National Food Control System (vol. CAC/GL 
82-2013). Rome: Codex Alimentarius.

Codex Alimentarius (n.d.). Principles for food import and export inspection and certification: CAC/
GL 20 - 1995. Retrieved from http://www.fao.org/docrep/009/y6396e/Y6396E01.htm#ref1.1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2001). Codex Alimentarius – Organically Produced Foods. Rome: 
Secretariat of the Joint FAO/WHO Food Standards Programme. Retrieved from http://www.fao.org/
docrep/005/y2772e/y2772e00.htm#Contents.

Codex Secretariat (2016 – 18 August 2016). About Codex. Retrieved from http://www.fao.org/fao-
who-codexalimentarius/about-codex/e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09). Declaration of the World Summit 
on Food Secur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ld Summit on Food Security, Rom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National 
food control systems assuring food safety. Retrieved from http://www.fao.org/docrep/MEETING/004/
AB528E.HTM.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6). Food 
safety risk analysis: A guide for national food safety authorities. Rome: FAO/WH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1). FAO/
WHO guide for application of risk analysis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during food safety emergen-
cies. Rome: FAO/WH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5).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Procedural Manual, 23rd editio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6). Risk 
communication applied to food safety handbook. Rome: FAO/WHO.

Foodborne Disease Burden Epidemiology Reference Group (2015). WHO estimates of the global 
burden of foodborne diseases. Retrieved from https://extranet.who.int/sree/Reports?op=vs&path=/
WHO_HQ_Reports/G36/PROD/EXT/FoodborneDiseaseBurden.

Hopper M, Boutrif 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06). Strengthening 
national food control systems : guidelines to assess capacity building needs. 

Li A, Kasai T (2011). The Asia Pacific Strategy for Emerging Diseases – a strategy for regional 
health security. Western Pacific Surveillance and Response Journal (WPSAR), 2(1), 6-9. doi:10.5365/
WPSAR.2011.2.1.001.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6). A guide: successful partnerships. 
Retrieved from http://www.oecd.org/leed-forum/publications/FPLG_Guide_2006.pdf.

United Nations (2015).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17 goals to transform our world. Retrieved 
from 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prettyPhoto.



40

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行动框架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2017). ESCAP Online 
Statistical Data. Retrieved from UNESCAP http://data.unescap.org/escap_stat/#hom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7). Everybody business: strengthening health systems to improve 
health outcomes: WHO’s framework for action. Geneva: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3). Advancing food safety initiatives: strategic plan for food safety 
including foodborne zoonoses 2013-2022. Geneva: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6).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2005) (3rd ed.). Geneva: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n.d.). About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GBD) Project. Health statis-
tics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Retrieved from http://www.who.int/healthinfo/global_burden_disease/
about/e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03). Assuring 
food safety and quality: guidelines for strengthening national food control systems. ftp://ftp.fao.org/
docrep/fao/006/y8705e/y8705e00.pdf.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the Western Pacific (2011). Western Pacific Regional 
Food Safety Strategy 2011–2015. Manila, Philippines: WHO Regional Office for the Western Pacific.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the Western Pacific (2014). Progress report on imple-
menting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al Food Safety Strategy 2011–2015. Manila, Philippines: WHO 
Regional Office for the Western Pacific.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the Western Pacific (2015). Action agenda for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Retrieved from http://iris.wpro.who.int/
handle/10665.1/1089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the Western Pacific (2016). Meeting report on the 
Informal Consultation on a Framework for Action on Food Safet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Manila, Philippines: WHO Regional Office for the Western Pacific.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gional Office for the Western Pacific (2017). The WHO Health Systems 
Framework. Retrieved from http://www.wpro.who.int/health_services/health_systems_framework/en.



41

附件1  
西太平洋区域食源性疾病负担情况

图A1.1 西太平洋区域按疾病危害划分的食源性疾病占比 

来源：《 世卫组织全球食源性疾病负担的估算报告》（2015）

图A1.2 西太平洋区域按病源划分的食源性疾病死亡占比

来源：《 世卫组织全球食源性疾病负担的估算报告》（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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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行动框架》的制定过程

《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行动框架》于2015年11月至2017年7月期间

完成制定过程，耗时20个月。《框架》是与会员国、技术专家及合作伙伴

展开广泛磋商以及对《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战略（2011–2015）》的实

施成就与经验进行总结的成果。 

实施《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战略（2011–2015）》的成就与经验

《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战略（2011–2015）》极大地支持了各国食

品安全体系建设。该战略的7个工作领域均获得了显著的改善。然而，各

会员国以及不同领域的进展不一。在IHR年度监测问卷应答会员国中，食

品安全核心能力的总体实施率从2010年的69%提升至2015年的85%，但国

与国之间差异明显。

《区域食品安全战略》支持各国食品安全主管部门完善食品链各环

节的食品管控与协调工作。在应答了IHR问卷的会员国中，已经实施了

食品安全管控系统的国家的百分比从2012年的77%升至2015年的89%；

与此同时，建立了食品安全事件多部门合作机制的国家的百分比从65%
升至95%。然而，由于各部门制定的食品安全战略、政策和计划往往缺

乏协调一致，多部门合作机制的有效运行和可持续性仍是一项难题，导

致该系统解决跨部门食品安全问题的效果有限，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的领

导机制不十分明确。

在按照本区域重点和《国际食品法典》的国际标准制定法律法规方

面，我们取得了良好进展。在IHR问卷应答会员国中，建立了食品安全标

准的国家比例从2012年的88%增至2015的95%；制定了食品法律法规或政

策的国家比例从96%增至100%。然而，确保不同部门的监管框架协调一致

并具备足够的合规和执法能力，被认为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调查显示在食源性疾病的监测、调查和应对方面有了提高，包括

开展总膳食研究。在IHR问卷应答会员国中，能够系统地收集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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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污染相关的流行病学数据的国家比例从2012年的65%增至2015年
的68%；同期，食品安全主管部门、监测单位和其他相关部门之间能够

系统、及时地进行信息交换的国家比例从65%提升至95%。然而，利用

食源性疾病监测和食品监测数据为政策和风险分析提供有效指导，从而

制定出循证的政策，仍是一项挑战。

传统的食品监督和执法模式正在转型为基于风险的食品监督模式。

根据从IHR年度监测问卷（2015）收集的数据，89%的会员国实施了基于

风险的食品监督服务。对相当数量的食品监督人员进行了基于风险的食品

监督的原理与实践的培训；开发了培训课程指导文件。工作重点更多的

是放在培训食品监督人员上，而非建立基于风险的食品监督系统上。因

此，监督人员在逐渐采用基于风险的方法和完善实践方面，面临着困难。

为食品生产经营者设置了强制性国家食品安全培训规划、教育培训课

程及资料。开展了多次食品安全培训班和食品安全宣传活动。例如，2015
年的世界卫生日以食品安全为主题。在IHR问卷应答会员国中，建立了沟

通机制和完善了信息、教育和宣传资料并可随时发放给从农田到餐桌的各

利益相关方的国家比例，从2012年的77%升至2015年的79%。食品安全培

训工作帮助提高了对风险因素的认识，但行为改变尚不明显。食品企业

对食品安全培训和教育活动的开发和开展参与有限，经费缺乏连贯性，

都影响了食品安全培训和教育活动的效果与可持续性。

在IHR问卷的应答国家中，制定了应对食品安全事件实施计划的国家

的比例从2012年的50%升至2015年的79%。与世卫组织东南亚区和西太平

洋区会员国举办的一系列双区域会议，帮助各国更多地利用INFOSAN来快

速分享食品安全信息。2014年，两个区域有超过半数（55%）的INFOSAN
成员利用INFOSAN报告了相关的食品安全事件。根据INFOSAN应急联络

员的报告，每四次案例中就有三个是在要求的24小时时限内收到信息的。

然而，食品安全事件和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有限以及INFOSAN国家层面

沟通渠道的不明确，让国家参与INFOSAN的效果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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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行动框架》初稿的咨询过程

《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行动框架》经历了自下而上的咨询过程，

确保框架能够有效针对新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并能够在国家和区域层面

得到实施。

2015年11月在中国香港特区召开了“加强INFOSAN亚洲国家食品安

全体系会议”，对亚洲会员国目前和未来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梳理。在

FAO／WHO亚洲区域协调委员会会议（CCASIA第20次会议）以及FAO/
WHO北美洲和西南太平洋区域协调委员会会议（CCNASWP第14次会议）

上，又进一步讨论了有关重点问题，明确了主要的新问题及干预重点。

2016年7月和9月召开了技术专家非正式咨询会。非正式咨询回顾了

食品安全问题和工作重点，提出了加强国家食品安全体系的重点行动的

实施方法和战略方向。2017年3-6月，通过电话会议和视频会议举办了与

会员国及合作伙伴的虚拟咨询，旨在收集有关《框架》的范畴及方法的

反馈意见、看法和想法。

2017年5月和2017年6月分别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举办了与会员国及

合作伙伴的面对面咨询会议。咨询会审议了《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行

动框架》并对其终稿提出了参考意见。咨询会议的结论是，会员国重申

了《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行动框架》的必要性，它可以指导各国加强

国家食品安全体系，争取并倡导政府高级别领导的支持，以促进食品安

全和协调本区域各国食品安全主管部门的合作。会员国就《框架》的愿

景、目的、目标、行动领域和方法达成一致，并强调《框架》应以分步

骤的思路来加强国家食品安全体系。

2017年10月，西太平洋区域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食品安全的决议WPR/
RC68.R6，批准了该《框架》。



45

图A2.1 框架制定咨询过程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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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西太平洋区域食品安全行动框架

附件3  
术语表 

1.  审计

一种确定实际情况与规定步骤是否相符的系统检查过程。

2.  抗微生物药物

任何天然、人工合成或半人工合成的物质，少量即可杀死微生物或抑制

其生长，但对宿主并无伤害。

3.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在治疗量的抗微生物药物作用下微生物依然存在或繁殖的能力。

4.  能力

某个组织、社团或社区资源、特质和优势的组合，可用以达成既定目的。

5.  《国际食品法典》

一系列国际认同的食品、食品生产及安全相关的标准、行为准则、指南

或其他建议的汇总。

6.  胜任能力

知识、技术、态度和行为。

7.  教育

通过上学校、学院或大学所获得的知识、技能及认知。

8.  事件

疾病或疾病征兆的表现。

9.  基于事件的监测

对公众健康有潜在风险的健康事件的非结构化信息的有组织的收集、监

测、评估和阐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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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从农田到餐桌

包括食品生产、存储、处理、配送和制备的全部环节。

11. 食品

供人类消费的一切加工、半加工或生的食品，包括饮料、口香糖以及任

何用于生产、制备或处理“食品”的物质，但不包括化妆品或烟草或药

用材料。

12. 食品添加剂

本身不属于常规食物，不管有无营养都不是食品的必要成分，在食品生

产、加工、制备、处理、分装、包装、运输或储存中添加只是为了工艺

（包括感官性状）需要，但却（直接或间接）成为食品的成分或其副产

品变成食品的成分，或影响食品的性状。该词汇不包括“污染物”或那

些为维持或改善食品营养品质而添加的物质。

13. 食品行业运营者

食品企业拥有者，或控制食物经销的个人，包括农民、食品生产者、加工

者和分销商，以及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零售商和批发商及食品设备、

工艺和食材的供应商。

14. 食品污染物

任何会影响食品安全性或可吃性的生物或化学物质、异物或其他非有意

添加到食品中的物质。

15. 食品监管

国家或地方政府强制实施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执法监管措施，以确保所

有食品在生产、处置、存储、加工和流通过程中安全、健康和适宜人类

消费，符合质量和安全要求，并按法律规定如实、准确地提供食品标识。

16. 食品生产经营者

任何直接接触包装或散装食品、食品设备和器具、或触摸食品表面、因

而应遵守食品卫生要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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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食品卫生

在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保障食品安全性和适宜性的所有必要条件和措施。

18. 食品监督

对食品或系统的监督，以实现对食品原材料、加工或流通过程的管控，

包括监督半成品和成品是否达到规定标准要求。

19. 食品监测

基于数据统计原理，进行无偏倚的随机取样，开展样本处理和分析，以

确定预先设定的正常样本群体是否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和/或问题影响的

大小。

20. 食品安全

保障食品按既定用途制备或食用时不会给消费者带来危害。

21. 食品安全主管部门

负责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包括制定和执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政府部门。

22.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

经有资质的机构认定对公众健康构成严重且难以控制的食源性风险、需

要采取紧急措施的意外或故意的事件。

23. 食品安全事件

食品供应链上出现的食品消费引起可能或确定风险的状况。

24. 食品安全官员

经过培训后掌握了必要的知识、技术和能力，可依法履行职责的政府部

门工作人员。

25. 食品安全体系

由各项相互联系的工作及驱动因素组成、旨在降低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

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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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粮食安全

指任何人、任何时间、从物质、社会和经济角度都能获得足量、安全、有

营养的食物，以满足饮食需要和偏好，从而生活得健康而有活力。

27. 食源性疾病

因摄入食物而引起的传染性疾病或中毒症状。

28. 食源性疾病监测

持续、系统地收集、分析、阐释、传播健康数据，以了解疾病在特定社区

的发生和可能发生的规律，旨在预防控制疾病在社区的流行。

29. HACCP

危害分析及关键控制点：识别、评价和控制食品安全重要危害的系统。

30. 危害

食品中可能给健康带来不良影响的生物、化学或物理物质或性状。

31. 基于指标的监测

结构化数据（即从各种明确、正规、大多与卫生健康相关的来源生成的

指标）的定期、系统地收集、监测、分析和阐释。

32. “大健康”（One Health）方法

在全球、国家及地方层面开展跨学科合作，以达到人类、动物和环境的

最佳健康水平。

33. 政策一致性

政策一致性可促进不同政府部门及机构政策的相互支持。食品、卫生、

教育、贸易、农业、水资源、环境卫生及其他政府部门的政策，应能积

极促进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加强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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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防范能力

政府、专业应急恢复机构、社区及个人所具备的知识和能力，使其能有

效预见和应对可能发生、即将发生或已发生的危害事件或状况，并能从

不良影响中复原。

35. 应对

发现公共卫生风险后采取的任何公共卫生行动（如事件监测、向公众发

布信息、现场调查、控制和减缓措施等）。

36. 风险

不良健康影响发生概率及严重性的函数，关系到对食品的危害。

37. 风险分析

分析过程包括三个部分：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

38. 风险评估

一个科学分析过程，包括以下步骤：危害确定，危害特征描述，暴露评

估，风险特征描述。

39. 风险沟通

风险评估者、风险管理者、消费者及其他利益相关群体关于风险及风险

因素的信息和意见交换过程。

40. 风险管理

与利益相关群体讨论权衡政策选项的过程，涉及风险评估及其他消费者

健康保护相关因素分析，旨在促进公平交易，必要时选择适宜的预防控

制措施。

41. SPS协定

世界贸易组织《实施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42. 利益相关方

具有某一领域专业/经济利益/责任或（不自觉地）受该领域发展影响的

个人或群体，或行业、协会、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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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TBT协定

世界贸易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44. 总膳食研究

总膳食研究包括对常见零售食品进行选择、收集和分析，加工制作食品

用于食用，将制备的食品汇总到代表性组中，将汇总的样本均质化，并

进行有害和/或有益化学物质分析。

45. 培训

针对某项工作或某一艺术或专业领域学习所需技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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