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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食品溯源
开创湖南食品安全工作新局面

【核心阅读】
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舌尖上

的安全” 再次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
点。

捍卫舌尖安全，须从源头抓起。今年
2 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食品安
全规划》，提到“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严
格落实法定责任和义务……确保生产经
营各环节数据信息采集留存真实、可靠、
可溯源”。

为落实规划要求，推进社会共治，在

国资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信部、农
业部、卫计委、质检总局、工商总局商标
局、商务部、食品药品监督局等部委的指
导和支持下， 中饮标安全饮品认证中心、
北京国立食品安全技术研究院、中国医药
新闻信息协会食品安全分会、中国城乡小
康发展促进中心等单位整合资源，积极探
索并推广安全食品溯源新模式。

该模式针对安全食品溯源标准不统
一、技术参差不齐、推广难落地等问题，

利用互联网技术，打造“安全食品溯源 +
电子商务 + 交易中心”一站式平台，被专
家视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最有效方
法。

目前， 项目已由中国城乡小康发展
促进中心安全食品溯源（湖南）管理办公
室在全省实施推广。 未来，可望成为我省
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有力
助推器，为 7000 多万湖南人增加民生福
祉。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是民生之本，但食
品安全也一直是国人之痛。

食品工业的蓬勃发展， 带来了难以掌控
的“副作用”。 瘦肉精、毒奶粉、有毒有害食品
添加剂……一个个食品安全案例冲击着国人
的消费信心。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食品
安全问题，下大气力抓食品安全，食品安全形
势不断好转，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仍未解决。

如何攻下食品安全这块难啃的“硬骨
头”？

只能强力推进、背水一战。
今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对食品安全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 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
全面做好食品安全工作，坚持最严谨的标准、最
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提
高食品安全监管水平和能力。 李克强总理作出
重要批示，加快建立健全最严格的监管制度，覆
盖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完善监管体系，全
面落实企业、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责任。

为落实习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指示精
神，做好新形势下的食品安全工作，社会各界
积极探索。

今年 1 月，由中国医药新闻信息协会、工
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主办的
“2017 中国安全食品溯源体系建设推进大
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来自国家发改委、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安全食品溯源平台建设课

题组”、 工信部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
北京国立食品安全技术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
学者建言献策， 共同探寻中国食品安全问题
解决之路。

不同的思路、不同的点子激情碰撞，但有
一个观点却是一致的———“保障食品安全不
能离开安全食品溯源”。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治理室
主任曾红颖就认为，食品安全问题非常复杂，
问责、惩戒等传统政策工具虽然有效，但相对
来讲是间接的。 而互联网大数据能够带给我
们更好的治理工具，如信用溯源。

中国城乡小康发展促进中心主任李德胜
指出，“十三五” 规划提出要在 2020 年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饮食安全是人民健康生活最
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是获得幸福感的重要途
径。 建立科学的安全食品溯源制度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河海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
民营经济研究会研究员刘奇洪更是一语中
的：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是保证城乡居民

“舌尖上的安全”的需要；是控制购买力外流、
减少外汇流出的需要； 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 也是提高农民收入水
平的需要。“中国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不
仅必要，而且迫切。 ”

今年 2 月，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
家食品安全规划》提到，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
严格落实法定责任和义务， 确保生产经营各
环节数据信息采集留存真实、可靠、可溯源。

2015年修订的《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二条
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
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保证食品可追溯。 ”

规划引领、法律要求，倒逼着食品行业转
型升级。 不少企业和社会机构也对追溯体系
进行了尝试探索。但遗憾的是，由于目前食品
安全追溯尚存在相应法律条例不完善、 技术
标准不统一、追溯制度建设不科学等问题，客
观导致了追溯市场上产品、服务良莠不齐。

为进一步探索食品安全溯源的有效方
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了《安全食品溯
源与平台的建设课题研究组》。作为课题组副
组长的刘崇森专家， 凭借多年来对安全食品
溯源领域的深入研究和资源积累， 提出并大
力推广“安全食品溯源 + 电子商务 + 交易中
心”的安全食品溯源模式。

这个模式简单来说，就是“三步走、六平
台”。

“三步走”———
第一步， 在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的食品安全认证机构（中饮标安
全饮品认证中心）通过检测并获得产品认证。

第二步， 安全食品溯源办公室为企业免
费建立食品安全溯源制度， 建立食品安全溯
源数据信息， 并运用北京国立食品安全技术
研究院自主开发的多维彩码技术， 为每个食
品单品配上“身份证”；同时，为企业提供职业
资格培训等一揽子服务。

第三步，企业入驻由政府、960 集团共同
建设的国家安全食品溯源管理交易中心线

上、线下平台，放心无忧进行市场交易。
“‘三步走’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多维彩码

技术。 ”刘崇森特别强调：“普通的二维码是无
法溯源的， 因为它的数据量无法满足追溯的
要求，还容易被造假。而多维彩码追溯系统不
仅数据量大， 还能赋予每一个商品唯一的身
份代码，具有高度的防伪能力。这项技术目前
在全球是最先进的溯源技术。 ”

除“三步走”外，还有“六平台”，即：整合资
源，搭建国家安全食品认证管理平台、国家安
全食品企业溯源服务平台、中国食药安全新闻
信息监督发布平台、中国食药安全企业联盟平
台、 国家诚信工商企业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
国家安全食品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

刘崇森认为， 安全食品溯源是一个系统
性工程。 通过搭建六大平台， 能够从认证认
可、溯源建设、媒体监督、行业监督、渠道把控
等多方位为安全食品溯源工作的顺利开展提
供保障。

那么，这样系统性的大项目又如何推进、
如何落地呢？

目前， 国家发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
究产业改革与企业发展委员会食品安全发展
中心、城乡小康促进发展中心、中国医药新闻
信息协会食品安全分会、 北京国立食品安全
技术研究院已共同成立“安全食品溯源管理
办公室”，作为全民性机构，在全国各地推广
该项目。

“《食品安全法》提到激发社会力量共同
治理食品安全问题。 安全食品溯源项目正是
由政府提供政策指导，多方共同参与，企业具
体运营，全民性机构负责推进，作为一项全民
性事业，真正体现了共担共享、社会共治。 ”刘
崇森表示。

2016 年 12 月 16 日，全国首家公益性
安全食品溯源(湖南)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

“湖南溯源办”）在长沙挂牌成立，这是安全
食品溯源管理办公室在地方成立的第一个
分支机构。 此后三个月时间，北京、内蒙古、
太原、襄阳、长治等溯源办相继成立。

溯源办以“服务于政府、服务于会员、服
务于行业、服务于人民健康，推进小康全面
建成”为宗旨，开展包括帮助企业完成食品
药品安全溯源体系实施、检查食药行业完成
食品安全法的法定义务、政策研究、学术交
流、危机公关、行业管理、咨询服务、新闻媒
体监督发布、职业资格培训等主要业务。

“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做好地方推广
工作。 ”刘崇森表示。

这份信心，来自于地方党委、政府的高
瞻远瞩、高度重视———

今年 2 月，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加
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省
政府出台了《湖南省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
溯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0 年，初
步建成覆盖全省、互联互通、先进适用的重
要产品追溯体系。 完善食品追溯体系建设
等七大产品追溯体系。 这对安全食品溯源
项目的推广来说，是最及时的东风。

这份信心， 来自于安全食品溯源项目
的独特优势、强大资源———

项目不仅拥有权威认证机构、 多维彩
码技术、成熟网购平台，更得到国资委、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经济时报、 工信
部、农业部、卫计委、质检总局、国家工商总
局商标局、商务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中国医药新闻信息协会食品安全分会、中
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 城乡小康发展促
进中心等单位的鼎力支持，优势不言而喻。

这份信心， 来源于项目试点的初步成
功———

3 月 9 日，960 集团管理中心与正蓝旗
内蒙古顺成牛业有限责任公司就牛羊肉系
列产品收购项目签约仪式在正蓝旗上都镇
举行。 合作期间，正蓝旗的牛羊肉产品在顺
成牛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整合下，将通过线上
的“中国 960官方商城”和线下的“国家食品

溯源管理交易中心”完成食品企业安全认证
及证明商标的授权追溯， 提升安全质量标
准，增强品牌影响力，扩大市场竞争力。

“正蓝旗是试点工程。 未来四年，我们
计划在全国建 656 个城市，282 个地级市
建设 800 个交易中心。在湖南各市州，我们
也将采取这种模式。 与政府、企业合作，共
建交易中心， 共推食品安全溯源体系建
设。 ”刘崇森介绍。

食品安全溯源是一件多方共赢的事
业：对政府而言，能够强化食品监管、帮助
园区闲置土地实现国有资产增值； 对企业
而言， 能够提升管理质量、 提高品牌认可
度；对老百姓而言，能够买到放心安全的食
品；对农户而言，能够促进农产品销售、提
高农产品价值。

湖南溯源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了服
务好企业，会在全省 14 个市州设立安全食
品溯源管理办公室，有意者可到省部洽谈，
真诚希望能与政府、 企业乃至社会各界加
强合作，用“互联网 +”行动计划，建立食品
追溯体系，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有情怀、有资源、有实力、有政策东风、
有价值共赢。 我们相信，这个项目必能成为
湖南食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力加
速器， 成为湖南创建食品安全省、 改善民
生、增强人民幸福指数的重要催化剂。

食品安全之殇呼唤“安全食品溯源”

权威专家力推食品溯源解题新法

社会共治捍卫湖南食品安全

亮点一�权威认证+多维彩码+溯源机制
构建安全食品溯源体系

●权威认证： 中饮标安全饮品认证中
心（以下简称中饮标）是中国合格评定国家
认证认可监督委员会(CNCA)批准的食品安
全认证机构，具有法人资格。 是独立从事安
全食品、安全饮品认证的第三方认证机构，
也是我国安全食品和饮品标准的制定机
构。 中饮标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
条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和加工
的预包装食品和饮品进行安全认证。 是食
品行业唯一的食品安全认证机构。

●多维彩码：“北京国立食品安全技术
研究院”自主开发的“多维彩码”运用于安
全食品溯源是创新的成果， 能生成无限大
的数据量。 为食品的追溯和商标的防伪提
供了所需要的数据，不可复制，难以破解。
为每个食品的单品配上了身份证， 实现了
一标一物一码，并且是非开源的在线查询。
通过手机的扫码就可以知道产品的所有信
息，包括生产时间、保质期、食品的所有数
据、生产厂的所有信息，设定有效期为倒排
时间，当有效期到零时（身份证码）将自动
消码， 有效地杜绝了过期食品和药品再次
回流到消费市场。

●溯源机制： 对申请溯源的企业预包

装食品， 由安全食品溯源管理办公室去企
业对产品进行抽样检查， 送到国家认可的
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达到食品安全
标准的企业和安全食品溯源管理办公室签
订免费溯源合同， 由溯源管理办公室帮助
该企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制度。

亮点二�电子商务+交易中心
打造安全无忧食品交易平台

●电子商务： 中国 960 官方商城是国
内首家唯一可溯源的安全食品、 饮品的电
子商务服务平台。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控制
中心认可 960 为国家安全食品的电子商务
公共服务平台。

●交易中心：960 集团将通过与地方政
府、企业合作的形式建设“国家安全食品溯
源管理交易中心”。 在全国 656 个城市，包
括 282 个地级市、374 个县级市， 共建 800
个交易中心。

亮点三� �六大平台支撑
多维度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食品认证管理平台
中饮标安全饮品认证中心

●国家安全食品企业溯源服务平台
由工信部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授权 960 集团承建， 引领食品企业以云计
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助力食品
工业企业体制增效创新。

●中国食药安全新闻信息监督发布平台
中国医药新闻信息协会食品安全分会

是我国食品医药健康领域唯一的新闻、信

息研究、 传播和行业自律维权为主要职能
的国家一级行业协会。 主管单位是国务院
国资委， 业务指导单位主要有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卫计委、工信部、
中国记协等；会员主要由全国食品、医药行
业的报刊， 我国主流媒体的编辑记者及其
管理人员、专家等组成。

●中国食药安全企业联盟平台
联盟是由食品和药品生产企业自愿组

成的。 联盟的宗旨是杜绝假冒伪劣食品药
品， 建立从原材料到食品药品市场流通全
过程的健康有序、 可持续管控的安全食品
药品产业全程追溯， 确保食品药品生产的
质量安全， 提升中国安全食品药品产业的
整体形象。

●国家诚信工商企业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
960 集团和国富泰诚信管理有限公司

共同打造合作国家诚信工商企业信息化公
共服务平台。 商务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
心国富泰诚信认证管理有限公司， 是商务
部诚信建设领导小组成员诚信建设的执行
机构， 是商务部和国资委诚信信用办公室
授权的国家诚信认证机构。

●国家安全食品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
960 作为国家安全食品的电子商务公

共服务平台， 受国家食品安全风险控制中
心认可。 商城所售食品全部经过第三方权
威安全食品机构认证， 使用安全食品证明
商标的授权许可； 所售的食品均印有安全
证明标识“安全食品”或“安全饮品”的证明
商标，并完成了安全食品追溯。

解读“安全食品溯源 +电子商务 +交易中心”模式

安全食品溯源（湖南）管理办公室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五一大道人瑞潇湘国际 21 楼 2103 室
电话：0731-85595160
网址：国家安全食品企业溯源服务平台 www.aqspw.com 中国 960 官方商城 www.ge960.com

“安全食品溯源”推进大会。

中国医药新闻信息协会食品安全分会成立仪式启动。
[本版图片均由安全食品溯源（湖南）管理办公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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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共治推进安全食品溯源

安全食品溯源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