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确保买得放心吃得安全
——代表委员谈“科技创新提升食品安全水平”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吉蕾蕾 冯其予

民 以 食 为 天 ，食 以 安 为 先 。

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明确，要“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

得安全”。这不仅是总理的期盼，也

是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共同的使命和

追求。如何落实好这一要求？笔者

认为，必须坚持阳光监管的理念，创

新食品药品监管方式，注重用互联

网、大数据等提升监管效能，提高监

管工作的透明度。

阳光、透明是为了提升社会公

众对食品安全监管的主观知晓度，

从而让公众对食品安全有更多的获

得感。比如，近年来在全国推进的

“明厨亮灶”“阳光餐饮”工程，一下

子把曾经“闲人免入”的餐厅厨房公

之于众，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实时

监督后厨，得到了消费者的一致好

评和点赞。这不仅是落实阳光监

管、透明监管的重要体现，也是严防

严管严控食品安全风险，倒逼企业

落实主体责任的现实需要。

要让监管在阳光下运行，一方面

要继续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这

几年，国家食药监总局按照抽检信息

每周公布的原则，曝光不合格产品，

并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产品，第一时

间通报属地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

置。实践证明，违法企业和个人忌惮

“违法公告”“曝光台”“黑名单”等信

息公开形式，更重于罚款。今后，还

需继续加大监督检查信息公开的力度，特别是对监督检

查计划、对象、人员、内容、结果、处理全过程的公开透明。

另一方面，要加强科普宣传，让食品谣言无处遁

形。如今，随着互联网通信业的发展，人人都是新闻制

造者、传播者，这也导致一些违法犯罪分子利用网络之

便，制造食品谣言，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也给监管带

来了不小挑战。面对食品谣言，既要严惩不法分子，还

要加强科普知识宣传，对于公众关注的重点热点问题

着力回应，让谣言不攻自破。同时，还要强化与新闻媒

体的联动，针对不同社会群体采取差异化传播策略，灵

活运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可视化传播等技术手段，扩

大公众的覆盖面，提高传播力度。

买得放心、吃得安全，对老百姓来说是“天大的

事”。面对百姓的期待，相关部门必须再接再厉，把食

品药品监管工作做细做实。相信随着食药监管的进一

步阳光、透明，问题产品将无处藏身、食品谣言将无处

遁形、不法制售者难逃法网，让人民群众买得放心、吃

得安全，让13亿人不再有舌尖上的担忧，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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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陶然居饮食文

化集团董事长严琦：

从源头到餐桌无缝对接
本报记者 冯其予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董事长
严琦认为，观念转变和消费者对健康生活的需求，促使
餐饮企业将发展的注意力转向发掘健康食材，餐饮业
在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同时，更要帮助农民把
农产品卖出好价钱。同时，餐饮企业与新农村建设相
结合，餐饮品牌到农村建设生产基地，也保证了从食品
源头到百姓餐桌的无缝对接。

严琦委员指出，餐饮行业有很强的就业带动作用，
与农村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返乡农民工就地创业，到
农副产品销售，再到青年劳动力的就业来源，通过政府
搭台企业唱戏，通过公司、基地+农户这种订单式农
业，餐饮行业与农村的联系非常紧密。严琦委员认为，
城市消费者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自身饮食习惯的转
变，不仅让农产品卖出了好价钱，更让餐饮企业在下乡
的过程中，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精准扶贫起到了更
加积极的作用。

严琦委员表示，当前餐饮业的快速发展正呈现出
需求多样性。对于餐饮企业而言，除了索证索票、建设
追溯体系保障食品安全，更多的是要在门店经营基础
上，逐渐向建设食材源头基地、开发经营农村特色餐
饮、打通从农田到餐桌的食材流通体系上下功夫。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二商东方食品

集团总经理唐俊杰：

创新让百姓餐桌更丰富
本报记者 冯其予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二商东方食品集团总经理唐俊
杰表示，从消费潜力角度看，国民生产总值在持续地提
高，未来消费空间仍比较大，食品消费在整体社会消费中
占比也在持续增加，这也体现了食品消费对于我国社会、
经济拉动作用的重要性。新兴业态的出现，以及国家实
施食品安全战略和在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阶段的形势
下，对居民食品消费的整体升级产生了诸多利好。

唐俊杰委员表示，新一代消费群体正在崛起，他们
更加追求个性化，追求小品牌，追求私人定制，如何满
足老百姓的质量要求和胃口调整，既是挑战，也是机
遇。食品行业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现在食品行业新
商业模式的出现，以及更多消费群体消费需求的变
化。比如，大量国外食品进入中国市场，价格有更多的
优势，特别是食品原材料的价格与国内相比偏低。同
时，还有一些新型商业业态出现，正在吸引着眼球，这
对于食品流通方式来讲都提出了更多的挑战。

唐俊杰委员以某品牌运动饮料为例，该产品有着
极高的市场占有率，就是因为抓住了特定的喜爱运动
的年轻消费群体。在唐俊杰委员看来，这种挑战和风
险也是机遇。面对机遇的到来，食品行业不仅要能捕
捉到市场的商机，也要能借助商业模式的创新、技术的
创新，以及环境、资源来对接新的变革、新的需求。食
品企业应该借助新的模式和创新技术，在保证食品安
全的基础上，让百姓的餐桌更加丰富。

3月8日，多位来自食品行业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与业界专家学者围绕“科技

创新提升食品安全水平”话题展开讨论。

食品安全离不开科技创新

每逢两会，食品安全问题都是公众
关心、代表委员热议的民生话题。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创新食品药品监
管方式，注重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提升监
管效能，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全。

“没有科技创新就没有食品安全水
平的提升，也就难以应对越来越复杂的
食品安全问题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提
出的新要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
院院士、北京工商大学校长孙宝国举例
说，我国自主研发的竹叶抗氧化剂，能
够有效地使油炸食品中的致癌物丙烯
酰胺含量大大降低，这种抗氧化剂又是
天然提取物质，尽管与人工的作用无
异，但却很好地迎合了消费者对天然添
加剂的追求，“这就是科技创新支撑引
领食品安全水平提高、满足人们对食品
安全新需求的具体表现”。

“科技创新在保证食品安全中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全国人大代表、晨光
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卢
庆国认为，科技创新既可保证产品成分
的安全，又能保证食品原材料被充分利
用而不被浪费。他举例说，一些植物的
部分有效成分本身是天然的、健康的，
通过一些新技术提取出来就可以用在
食品工业上，但很多食品原材料在未掌
握创新科技之前，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
部分。比如，过去做葡萄酒，葡萄籽基
本上被扔掉，现在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手
段，在葡萄籽中提取出葡萄多酚、花青
素，再提取葡萄籽油，剩下的渣子还可
以做成饲料，实现了食品原材料的充分
利用。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强烈，但
食品安全领域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很
突出。从社会需要看，人们对食品的追
求正在发生变化，从要吃得饱转变为要
吃得好，即要求食品要安全、营养、健康。

卢庆国代表表示，当食品产业不断
向健康营养的方向转变时，专家、媒体、
企业等各方面都应积极加以引导。他
建议，专家要更多地给消费者普及营养
健康的知识；媒体要更多地去宣传营养
健康，以及食品营养成分对公众健康不
可替代的作用，引导消费者认知食品中
的各种有益成分和健康关系；企业则应
开动脑筋开发出更多品种来满足市场
需求，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

新技术助力行业规模发展

安全食品既是“产”出来的，也是
“管”出来的，但归根到底是“产”出来

的。换言之，如果不能通过科技创新加
快推动食品产业的转型，推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从根本上提升“产”的水平，

“管”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如今，我国肉类产业的规模发展，

就是源于新技术在肉类生产加工过程
中的应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食品研
究院副院长乔晓玲介绍说，各类新技术
的应用，促进了肉类行业从小作坊屠
宰，到规模化发展的华丽转变。比如，
屠宰技术方面，从一人一刀的小作坊屠
宰，到目前实现了机械化、规模化、现代
化的屠宰方式，以及通过冷却、排酸，延
长肉品的货架期；产品质量方面，从原
料的控制，生产过程的规范，到加工装
备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加工工艺技术
水平也得到了大幅提升，肉类抽检合格
率达到 97%，“这都是科技创新给肉类
行业带来的实惠”。

我国肉类规模以上企业仍是少数，
80%的企业还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
在装备水平以及生产技术规范、生产质
量过程管理方面还有欠缺。”乔晓玲委
员认为，科技进步必须跟上产业的发
展，目前的肉类产品距离高品质和更营
养仍有差距，需要更多有前瞻性、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的新技术应用，围绕市场
经济、循环经济，更好地将肉类产品与
营养健康结合。同时，加大新技术在中
小企业中的推广和应用，从而满足消费
者对更高品质肉类产品的需求。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
加快实现全程留痕、信息可追溯，让问
题 产 品 无 处 藏 身 、不 法 制 售 者 难 逃
法网。

“对于生鲜食品，食品安全涉及源
头养殖、生产加工、仓储运输、城市配
送、终端销售，要形成从田间到餐桌全
过程覆盖的监管制度，任何一个环节出
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食品安全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众品食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朱献福介绍说，目前在整个
生鲜供应链体系中，冷链物流基础设施
落后、人均冷链物流资源占有率低等问
题，都是制约食品安全的重要原因。

朱献福代表认为，保障生鲜食品
安全，必须大力发展生鲜供应链体系，
实现全程监管，从各个环节保障食品
安全。如今，经过了 25 年的不断创新
和转型升级，河南众品食业股份有限
公司通过融入科学技术、管理技术，以
及金融科技，将物联网、IT 等新技术
与生鲜食品产业链融合，将物联网技
术应用于原料采购、生产加工、流通加
工、温控仓储、冷链运输配送、终端等
生鲜产业链各个环节，实现了供应链
的在线化、数据化，用技术保障了食品
安全。

新技术促进食品业提质增效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状况持续稳中
向好。从2017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
果 看 ，我 国 食 品 平 均 抽 检 合 格 率 为
97.6%，比 2016 年提高了 0.8 个百分
点。从抽检发现的问题看，微生物污染
超标、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
农药兽药禁用及残留、重金属污染超标
等问题还依然存在。

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存在？“80%
以上的食品实际上是来源于农产品。
因此，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就直接关系
到食品安全的问题。”长期从事农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技术研究的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农科院质标所研究员王静认
为，落后的生产模式、总体信用体系
建设相对滞后，以及信息不对称导致
的谣言传播和源头污染都会对农产品
质量安全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如果想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转变生产
方式和提高科技创新水平来保证农产
品源头、生产过程和追溯体系的安
全。”王静委员说。

“新技术的应用给食品工业带来了
新机遇，中国未来的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提升，同样离不开各类新技术的研发和
应用，这也是食品科技界需要不断研发
和努力的方向。”孙宝国委员介绍说，比
如目前给食品罐头防腐的技术，采用了
新的常温灭菌方式，运用这一技术能很
好地保留食物的原味，从而受到了消费
者的广泛欢迎。

卢庆国代表也举例说，一些食品天
然色素本身拥有营养成分，但因为环境
污染，运输和包装过程中可能会带入微
量的苏丹红，只要依靠科技手段就可以
检测并去除这些成分。“目前，我国植物
提取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只要政
策支持，整合科技资源，加大科技创新
力度，完全有可能使植物提取物产业成
为世界领先的产业。”卢庆国代表信心
满满地说。

食品安全是健康中国的基础。“尽
管我国食品安全水平稳中向好，但消费
者对于食品安全的常识还很欠缺，比如
对食品添加剂的误解。”孙宝国委员建
议，食品企业在产品标示方面，不能标
注“不添加、无添加、零添加”等字样，避
免误导消费者。

朱献福代表则建议，要通过加大对
消费者食品安全方面的宣传教育，使消
费者了解更多的食品安全常识和健康
饮食知识，使消费者增强食品安全意
识，提高辨别问题食品的能力，自觉抵
制“问题食品”，把不合格食品杜绝于消
费者的消费视野之外。

上图 来自食品行业的代表委员们围绕“科技创新提升食品安全水平”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吉蕾蕾摄

右图 记者吉蕾蕾在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