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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0 年，近 300 项食品安全标准将出台——

保证食品“放心”须管理“用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
争到 2020 年完成不少于 300 项标准制
定，
着力构建中国人自己的食品法典。

创新防控手段

食品安全是一项关系国
计民生的“民心工程”，它既与
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紧
密相连，又影响经济发展与社
会稳定。近年来，我国食品安
全风险不断前移，原料污染问
题日益严峻，涉农企业渐成高
危群体。从源头发展生态农
业，
严格把控中间环节，
成为破
解食品安全问题的新契机

日前，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中国
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共同主办的“一带一
路”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坛上，与会专
家一致认为，守卫百姓的食品安全，需要
从田间到餐桌严格落实好食品安全共治
机制，同时需要政府强化监管责任，各企
业、单位共同努力。

杜绝源头污染
数据显示，我国平均每公顷化肥施
用量是世界平均用量的 4 倍，农药年使
用量达 180 万吨，其中超过 50％的农药
进入土壤和水体，甚至使病虫害的免疫
能力增强。
“一旦源头发生污染，后面再通过加
工、包装、运输到餐桌，恐怕都无法解决
前期遗留下的污染问题。”中国工程院院
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总顾问
陈君石认为，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在于对
源头监管的忽视。保护舌尖上的安全，
空气、土壤、水等环境因素缺一不可。不
仅如此，生态农业还要少用化肥化学农
药，既要环保也要生态建设，致力于创造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
“食品安全首先要保证原材料安全、
农产品安全，我们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

严格控制，实现化肥和农药整体施用量
降幅达 90%以上；同时构建农业食品安
全 监 管 追 溯 体 系 ，实 现 全 链 条 安 全 监
控。”云南省玉溪市市长张德华表示，去
年玉溪成为首批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
验示范区，未来将积极打造结合生态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食品农产品地理标志品
牌。
“当前，食品安全问题是世界各国都
在面对的巨大挑战。建立生态农业企业
诚信体系，淘汰落后种植及生产方式，实
行风险分析与管控，
保证食品全产业链安
全，就是保障消费者利益，进一步推动国
际贸易合作。”欧盟委员会卫生和食品安
全委员维特尼斯·安德留凯伊提斯说。

强化企业责任
在经济和贸易全球化的今天，
“一个
标准、一次认证、全球通行”成为食品安
全的基础支撑和关键因素。
“近年来，我国已完成 5000 项食品
安全标准的清理整合，发布了 1224 项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持续完善食品安全标
准体系建设。”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
茅指出，但与发达国家先进水平相比，我
国农药、兽药残留及食品添加剂等安全

标准还有较大不足，产品标准缺失、滞后
问题仍比较突出。
在食品安全标准建立和更新中，少
不了企业参与。
“企业应当作为标准制定
的主体单位，标准才能更接地气、更具有
实操性。”江苏中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裁朱永祥表示，只有当企业摆正
守护食品质量的“高姿态”，才能灵活应
对安全风险。对此，来自达能公司的全
球执行副总裁欧阳伯堂亦有同感，
“我们
在全球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经营，获取
信任的基础是要保证为消费者提供最高
标准的食品产品”
。
“作为法国获得认证食品最多的大
区，凡是在奥克西塔尼获得高标准质量
认证的产品，每年都要接受独立测评机
构检验，以此得到农民、业内人士及消费
者认可。”法国奥克西塔尼大区副主席米
歇尔·佳利格表示，坚持高质量认证产
品，
是保证全球消费者放心购买的基础。
国家卫健委食品司司长刘金峰介
绍，我国已建立了食品安全风险检测和
风险评估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网
络实验室和疾病检测医院，连续 10 年收
集了 2000 多万个数据，开展了 100 多项
风险评估，为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和修订
提供了科学依据。下一步，我国还将力

“没有原料的安全，就没有食品加工
业的安全，但这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实行
起来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正大集团副董
事长杨小平认为，食品安全不仅要有监
管的努力，还得靠科技帮忙。
“ 正大建立
了一套独特的质量监管体系，发展新技
术、新生产工艺标准和服务质量，立足
‘工业 4.0’，在国内建造了若干个无人工
厂，连生产水饺都不依靠人了，最大程度
消除人的出错概率。”杨小平说。
法国法兰西大区副主席安德烈·勒
克莱克分享了大区内食品安全发展的四
大研究方向，包括生物精炼加工、植物蛋
白研究，以昆虫为主的食物饲料链、数字
与机器人应用。
“ 比如，通过发展生物精
炼技术，我们从玉米、小麦中提取了 150
多种物质可用于食品、化妆品和制药产
品，
这些都得益于科技创新。”
扎根在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的民营
企业燕谷坊，为农业注入了智慧力量。
“武川县境内 4800 多平方公里，人口仅
约 17 万人，农民就占了 14 万。一手农
民、一手消费者，如何将这 14 万农民与
广大基于健康需求的消费者连接起来，
是我们打造健康食品品牌的初心。”集团
董事长何均国介绍，公司在武川县投资
超过 2 亿元构建农业大数据中心，结合
农业物联网与智能制造，以发展全谷物
健康食品，
促进整体供应链高水平发展。
强化食品安全工程全链条生产环节
监管，落实企业对原料供应和生产加工
的主动控制权，增进从农民到生产者、从
企业到政府监管者的诚信意识，以期从
根本上杜绝造假、贩假这一获利
“捷径”
。
张茅表示，随着科技发展，食品生产
成分日益复杂，在给消费者带来福音的
同时，也给食品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
食品安全监管不仅是行政行为也是科学
技术，要建立与标准体系相适应的检验
检测、技术支撑、创新监管方式，提升监
管科技水平，不断筑牢从农田到餐桌的
各道防线。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好
新闻回放：国家信息中心主任程晓波近日透
露，2008 年至 2017 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平
均每年带动 GDP 增长超过 1 个百分点，
增长贡献度
接近 20%，
有力支撑了高质量发展。
点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前沿技术突
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
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产业。如节能环
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
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近年来，在国家政策
鼓励和支持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支撑经济
发展、产业转型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不仅产生了巨大辐射作
用，对众多产业发展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并逐渐
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国成全球最大半导体设备市场
新闻回 放 ：据 国 际 半 导 体 设 备 与 材 料 协 会
（SEMI）消息，今年三季度韩国半导体设备出货规
模为 34.5 亿美元，同比减少 31%。三季度中国半
导 体 设 备 市 场 规 模 为 39.8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06%，中国首次超越韩国成为全球最大半导体设
备市场。
点评：
根据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数据，今年下
半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北美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出货金额增速明显放缓。2018 年以来，相比海外
半导体产业周期见顶趋势，全球增速最高的中国
大陆半导体销售市场持续保持强劲增长，以中芯
国际、长江存储为代表的国内一线晶圆厂建设进
度稳步推进。当前国内正处于半导体产业实现突
破的关键阶段，在本土投资拉动和政策支持下，国
内半导体设备市场有望保持强势。

新能源汽车销量有望超100万辆
新闻回放：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师建华
在日前举行的 APEC 起点新能源年会上表示，预
计今年将销售 118 万辆新能源汽车，到 2020 年有
望完成 200 万辆新能源汽车销售目标。
点评：
受经济增速放缓、
购买力下降等因素影响，
2018 年中国汽车市场全年销量负增长几成定局，
新
能源汽车成为车市亮点。不过，
需要注意的是，
目前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迅速、
品牌众多，
市场已经
形成了白热化的竞争态势，
想要突围不仅要提高产品
力，
还要在销售渠道、
售后服务等方面形成优势，
在品
牌和品质方面不断升级。

华北制药：

积聚内生动力 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华药建成投产 60 周

让华药迅速崛起的生物技术走进了大众视野。

年。作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华药在改革
创新中积蓄内生动力，让老国企不断刷新着新业

多维度创新，铸造改革的引擎

绩。今年前三个季度，华药医药工业收入同比增长
40% ； 制 剂 药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56% ； 利 润 同 比 增 长

目前公司处于工程与生产交叉转化过程中，员工

147%，呈现了良好的发展趋势。华恒公司完成混

持股的“主人翁效应”已经显现。物资部副经理魏章

改；生物药物产业化基地已经完成土建封顶，初步

军，在工作中发现生产、施工材料、工具领用不规范，

形成了四个生物企业三个生产基地的板块布局……

容易造成工具丢失和企业资产流失，主动建议完善领

国际化路线，点亮战略的灯塔

学院、中小投资者慕名而来……开放的华药，正以

组织的关心和帮助之下。“最美华药人”“感动华药

崭新的姿态昂首迎接未来。

十大人物评选”等“荣典制”的表彰，更给了各层

“三项制度”改革试点、“10+6+N”模式的运

面的人才极大的获得感、归属感和荣耀感，一批新

行，加快了管理创新的步伐。企业也因为创新更加

时代的奋斗者在华药散发着光和热，也引领着一个

适应市场的变化，走上了更加快速的发展道路。

行业，传承着一种精神。
在华药各子分公司，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同样百

奋斗者为本，涵养发展的源泉

家争鸣。新制剂分厂的“竞聘上岗”，探索出管理人员
“能上能下”高效机制；金坦公司构建了研发、营销、技

用制度，统一管理工具，
“ 自己成了企业股东，就觉得

人人皆可成才，奋斗者都是人才，华北制药始

术、管理人才梯队，完善各类职业晋升通道；中央研究

工作是在给自己家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否则公司

终秉承这样的人才理念。2017 年 11 月，公司启动了

院实施“项目负责人制”，把能力、业绩和薪酬挂钩

损失也就是自己吃亏。”魏章军坦言。

选派优秀专业技术人员挂职锻炼工作。挂职刚满一

……形色各异的用人机制，为人才培养提供了温润的

2018 年以来，远在非洲刚果金的华药国际业务

体制创新犹如一潭春水微波荡漾。华药华恒公

年的“80 后”，北元分厂总经理助理王利杰回想锻炼

土壤。仅 2017 年,公司就取得授权专利 25 项，其中发

负责人贾鹏工作繁忙，近日，尽管当地因大选局势

司目前已经完成骨干员工持股以及相关工商登记变

的历程感慨万分：“好的环境使人成长，优秀的人才

明专利 20 项；获得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二等

动荡，但是为了防止客户流失，他依然坚守在刚果

更，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增资至 2.1 亿元，成为河北

通常也来源于优秀的团队，华药就是这样的一个优

奖 2 项，创造了近 10 年科技奖励成果最好成绩。群众

金办事处。依托华药国际平台印有蓝色“NCPC”标

省率先完成员工持股的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

秀的大家庭。”

性创新创效热情高涨，近三年创新成果实现了连续翻

识的药品越来越受到亚非拉沿线国家的认可和青睐。

50 名企业骨干员工成为“股东”。混合所有制把业务

搭平台，给舞台，快速发展的华药吸引着“金

2017 年 6 月，华药聘请专业咨询机构对公司发

骨干和企业紧紧“绑定”在了一起，从根本上为发

凤凰”。今年中央研究院又引进了一批 985 院校博士

展方向及发展路径进行重新规划与设计，确立了

展增添了强大动力。华恒公司的样板示范作用，必

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让华药在研发领域具备了人

上，传承六十年华药的深厚文化积淀，不忘初心，

“打造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医药健康产业集团，建

将带动多个子公司改革的提速。近段时间，“药融

才优势。项目育人，更要文化留人，公司深入推进

牢记使命，华北制药将以再次腾飞为契机，再创新

圈”走进华药、在衡水开设华北制药京南大健康商

的“1+3”人才联系机制，不同层面的人才都环绕在

的辉煌。

设美丽新华药”的战略愿景。

番，
累计创造循环经济效益达亿元。
乘改革东风，创崭新业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一年多来，沿着既定的战略路线，在发展重点生
物制药领域，华北制药的成绩已经是可圈可点。2018
年，华药一种一类新药获得Ⅲ期临床批件、三个一类
新药处于在研阶段；一种蛋白药物获得临床批件并在
国内率先开展临床研究；一种针对免疫疾病的重大产
品，率先获得河北省生物类似药临床批件，二十余个
生物药物产品处于不同的研发阶段……
依托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华药在亚非拉沿
线国家培育生物制药用药习惯，打破了以往只出口
抗生素产品的“禁锢”，重组人促红素、乙肝疫苗等
生物制剂的销售额逐年扩大，其中，约旦、菲律
宾、巴基斯坦等国家的生物制剂销售额均以每年
20%的速度增长。
目前，在生物制药领域，华药是在三大主流表
达系统 （哺乳动物细胞、重组酵母、大肠杆菌） 均
具有领先技术和临床产品的企业。这些瞩目的成绩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