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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农 场 到 餐 桌。 法 国 与 巴 西 从

2008 年开始共同负责国际标准

化组织食品技术委员会（ISO/

TC 34）的工作，组织和管理农业食品领域

的国际标准化技术工作。食品技术委员会的

范畴涵盖了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整个农食领

域，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将近 140

个国家（地区）参与了该技术委员会的工作，

发布了超过 840 项国际标准文件。这些工作

主要围绕两大核心领域展开。

第一个领域是食品安全。为确保消费者

能吃到安全的优质产品，这些国际标准文件

规定了相应的检测方法，旨在从检测食品污

染、优化食品监控与促进公平贸易等方面建

立一致的操作实践。ISO 22000 食品安全

管理国际标准帮助企业明确并控制与经营活

动相关的危害。同时，新版标准参考 ISO 

9001（质量管理）与 ISO 14001（环境管理）

标准，吸收了所有最新的变化。

第二个领域是食品质量。这涉及到如何

定义具体的产品（例如关于番红花的描述）

或成分列表（例如婴儿奶粉中维他命 A 的含

量水平）。

技术委员会的工作也越来越关注一些社

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包括 2017 年法国举办

的食品行业“三级会议”（États généraux 

de l'alimentation，食品质量与安全相关的

行业性会议）核心探讨的问题。法国国家消

费者事务研究院（INC）同期开展的研究提供了关于消费者预

期的深度分析，描绘了未来的农业发展蓝图。研究的主要议

题包括食品对健康的影响，人与动物的关系以及食品价格等。

此外，可持续食品和数字技术等问题有待深入讨论，但预计

很快会有实质性进展。

基于深层次发展趋势的反思，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也引发

了标准化工作者们更多的思考。部分议题已经有所突破，比

如近期发布的关于动物福利的技术规范。这项与世界动物健

康组织（OIE）共同起草的规范主要用于食品行业，为食用动

物福利管理提供参考。同时，基于公平贸易良好实践的可持

续可可标准正在研制中，有望同时为可可生产国（比如科特

迪瓦和加纳）与消费国提供帮助。另一个典型案例是将 ISO 

26000 社会责任标准应用于农业领域。

农业食品行业本质上具有跨学科的特征。没有哪个领域

或个人能够撇开食品的影响。这种无处不在的属性也带来了

许多具体的需求。老年人就是很典型的例子，AFNOR 发布

的 2015 年银发经济报告专门研究了老年人的特殊状态。尽管

不在 ISO/TC 34 的工作范畴之内，老年病（比如糖尿病、食

物不耐受与食物过敏等）需要该领域专家提供有关消费品的

明确信息。食品生产商同样应该考虑到老年人经常遭遇的吞

咽障碍问题。因此，关于食品材质与构成的适用性也必须作

为自愿性标准化关注的关键领域之一，从而支持该领域的发

展，应对世界人口平均年龄的逐年增高。正是 ISO 的工作让

这个世界更安全，更繁荣，也更一致——简言之，世界变得

更加和谐。

农业食品行业关系着社会的方方面面，现在甚至在更大

程度上代表着我们未来要面对的全球性挑战。在技术委员会

层面，我们很高兴看到来自非洲和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关

注与参与。让更多相关方介入（标准化工作）意味着我们制

定的标准文本代表着生产商、分销商和消费者组织等所有参

与方与高度关注这项工作的政府和检验机构的共同努力。携

起手来，我们能够制定更好的标准，继续促进贸易发展，有

效应对未来的社会与环境挑战。■

孙加顺 / 译

应对农业食品发展的挑战

法国标准化协会（AFNOR Group）总裁

奥利维亚·皮亚特（Oliver Pey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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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get social  
with ISO’s Secretary-General !

  
@ISOSecGen

与ISO秘书长一起玩转社交媒体！
你知道吗？ ISO 秘书长赛尔吉奥·穆希卡 (Sergio 

Mujica) 在推特上非常活跃。他利用推特分享最新的工

作行程，展示各成员参与的标准化工作以及与公众交

流互动。

快来关注他吧！

3 月 15 日

访问印度

2 月 27 日

访问马来西亚 1 月 29 日

访问奥地利

12 月 7 日

访问中国

11 月 24 日

参加联合国工发组

织（UNIDO）召开

的质量基础大会

11 月 15 日

参加在巴塞罗那

举办的智慧城市

博览会

曹欣欣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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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与全球发展议程

联合国可持续性发展议程是 193 个国家

政府共同制定的全球发展框架，标准化被视为

2030 年之前应对 17 项全球性议题的关键一

环。ISO 仅在食品生产领域制定的标准就超过

1600 项，其角色显而易见。但哪些标准是最

重要的？对食品行业来说，标准又能带来哪些

效益？

文 / 克莱尔·奈登   by Clare Naden

and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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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顾我们生活的世界：超重或肥胖人群接近二十亿，

但还有超过八亿人却饥肠辘辘。此外，全球人口

不断增长，预计 2050 年将达到 97 亿——这意味

着要解决二十多亿净增人口的吃饭问题——显然，安全、可

持续且营养合理的粮食生产与分配是我们所面临的最重大的

挑战之一。

解决全球温饱问题毫无疑问是“联合国 2030 发展议程”

中的关键任务，议程设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就包

括消除全球饥饿与贫困。其中，标准化可以发挥巨大的作

用，所以 ISO 最大的技术委员会——食品技术委员会早已把

2030 议程目标纳入其核心工作任务。

“零饥饿”目标

“我们距离零饥饿的目标还有多远？”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FAO）在其关于全球粮食安全与营养状况的研究报

告如此发问。全球营养不良人口数量从 2015 年的约 7.77 亿

上升至 2016 年的 8.15 亿，这样看来离目标还是有段距离。

同时，全球肥胖人口较 1975 年的数量已翻了两番。如何确保

全球粮食在合适区域得到可持续供应，这似乎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

FAO 是联合国指定的监测可持续发展进程的国际机构，

负责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 SDG 2、5、6、12、14 和

15。这六大目标涵盖了消除饥饿、建立粮食安全与可持续农

业系统、清洁饮水与卫生设施、可持续生产与消费、保护森

林与海洋，对于食品企业来说都是关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此外，SDG 3 关乎确保健康生活与促进所有人福祉，对于食

品企业也是非常重要的目标。

另外，还有四个 SDG 对于农业产业具有重要的意义。例

如，SDG 9 关注基础设施、可持续工业化与创新；SDG 13

聚焦气候变化行动。同时，SDG 8 涵盖了可持续经济增长与

全面就业；SDG 17 呼吁加强合作追求全球可持续性。

ISO 国际标准凭借其广泛性与专业性，为政府、产业与

消费者共同致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全球公认的技术工具，

仅仅在食品生产领域就制定了超过 1600 项标准，旨在建立社会对

食品产品的信心，改善农业运作方式。除此之外，标准还能帮助

组织机构管理环境影响，推动可持续、符合伦理的购买决策，并

减少浪费，无疑 ISO 各技术委员会都针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来规划工作，以期做出更大的贡献。

协力同行

率先垂范的食品技术委员会（ISO/TC 34）是 ISO 最早成立

的技术委员会之一。从 1947 年成立开始，ISO/TC 34 已经发布

了将近 850 项国际标准——还有 120 项标准正在制定中——囊括

了农场到餐桌的人类与动物食品领域。食品技术委员会下设 19 个

分技术委员会和工作组，分别专注于从食品、动物饲料到安全、

维生素和微生物等各个领域的标准研制。来自 138 个国家的 307

位专家共同负责 ISO 旗舰系列标准——ISO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

体系——为食品生产相关领域风险管理提供指南和最佳实践。

ISO/TC 34 秘书长桑德琳·埃斯佩拉（Sandrine Espeillac）

食品行业在推动

可持续发展进程方面

具有独特的作用。

ISO仅在

食品生产领域

制定的标准就超过

1600项。

1）世界卫生组织《肥胖和超重报告》（2017 年 10 月）：www.who.int/

en/news-room/fact-sheets/detail/obesity-and-over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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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去年食品技术委员会受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odex Alimentarius）邀请参加了一次研讨会，这促

使食品技术委员会更加关注食品相关标准对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作用，并在技术委员会内部倡议研究后续如何针

对 2030 发展议程来制定标准。作为“食品法规”制定机

构，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毫无疑问是食品质量相关问题的

权威国际机构。

“这次会议旨在推动法典委员会与可持续发展国际

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桑德琳·埃斯佩拉解释说。“研

讨会上，大家共同讨论如何汇力，推动 2030 可持续发

展议程的真正落地。显然很多标准已经在这方面作用显

著——尽管机制尚需完善——而且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进

一步发挥标准化工作的作用。”

这推动了技术委员会一个专项计划的开展，有助于

明确可持续发展目标对应的标准现状，制定农业食品领

域更有针对性的全新技术规范。

查缺补漏

社会责任是整个链条上更应该加以关注的环节。随

着人们对于企业有利于增进社会与世界福祉的意识不断

增强，公司通常倾向于依据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指标来

展现当前商业活动对 17 项全球发展目标的助益。食品行

业也不例外。这也进一步凸显了商业为善的预期同全球

状况恶化之间的“漏缺”。

要充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商业的协同效应，我

们必须将真正的可持续性融入企业战略，国际标准为此提

供了绝佳的契机。例如，即将发布的 ISO/TS 26030，

就是 ISO/TC 34 基于全球众所周知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

ISO 26000 而正在研制的食品领域的应用规范。

这项期待已久的技术规范将围绕如何将社会责任核

心内容纳入食品链提供技术指导，也将在国际层面针对

不同的做法实现有效的协调。这项规范的目标包括为商

业企业与组织机构实现合理、透明运营与推动可持续发

展提供建议，从而助推可持续发展进程。

可可产业案例

关于可持续、可追溯的可可标准 ISO 34101 目前正在研

制之中，这是国际标准精准对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个典型

案例。可可产业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密切联系体现在可可生

产是占据发展中国家主导地位的小农经济。作为劳动密集型

的作物，可可通常产量较低，这对农民来说经济收入不太乐观。

尽管目前已经有很多项目来推动可持续的可可种植，但围绕

该领域可持续性的内涵，结合农民的实际需求，如何实现不

同程序和共识的协调统一，这方面的需求亦然非常显著。

作为系列标准之一， 预计下半年发布的 ISO 34101 可持

续与可追溯可可国际标准，采取分步式的路线来实现可持续的

可可豆生产，明确了对管理体系、产品可追溯与绩效改进等方

面的具体技术要求。这项标准提出建立一个动态农场发展规划，

旨在实施良好农业实践、保护环境，改善农民的社会条件和生

活。考虑到过去几十年可可主产区农民平均年龄的迅速上涨，

这也有助于提高可可种植业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

ISO/TC 34 即将发布的另外一个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直

接相关的技术规范是 ISO/TS 34700 动物福利管理。这项规

范有助于食品与饲料领域的组织机构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陆生动物卫生法典（TAHC）的原则制定动物福利计

划，确保进入供应链的农场动物的相应福利。

首要任务

随着今年更多标准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明确对接，ISO/TC 

34 将有望看到食品标准效益得到提升，这也将有助于提高标

准的使用率，进一步推动可持续发展进程。

但这不是工作的终点。“这仅仅是冰山之角，”桑德琳·埃

斯佩拉表示。“目前可持续发展目标成为我们商业规划的关

键内容，并将成为未来标准提案与制定的首要考虑因素。我

们希望这将助推全球食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世界食品安全的守护者，食品行业在推动可持续发

展进程、促进商业战略与创新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因而有

必要制定新的标准，全面支持组织机构理解和推进可持续发

展目标在全球范围的实现。新的标准应该更加先进，更加聚

焦而且更加务实，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够真正达到联合国设定

的“零饥饿”目标。■

孙加顺 / 译

安全、可持续

且营养合理的粮食生产

与分配是我们所面临的

最重大的挑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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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食品安全水平

当前食品安全体系是否值得信赖？是否可持

续？参与 ISO 22000 标准修订的部分专家为我们

解读了标准修订背后的原因：标准修订是全球性

食品安全挑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对人类与动物福

祉作出的及时响应。

文 / 安·布莱迪   by Ann Brady

技
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从生活方

式到食物。事实上，技术也改变了

全球的食品生产链，让世界各地的

人们脱离贫困与饥饿。这是好的一面。另一面

则不尽如人意，例如农药、农业化学品与复杂

灌溉技术的使用导致全球越来越依赖于高产作

物，比如麦子、玉米和稻米，供应链出现任何

问题都会让我们蒙受重大损失。超过 70 亿人

口靠这些作物吃饭，联合国预计到 2050 年全

球人口总数将达 98 亿，粮食系统所承担的压

力也与之剧增。

“未来粮食组织”的首席执行官赛义德·阿

扎姆 - 阿里（Sayed Azam-Ali）教授表示，

未来三十年里，全球对粮食与动物饲料的需求

至少将翻一番。在我们进入所谓的第四次工业

革命的同时，我们需要依托新的技术——比如

无人机、人工智能、机器人等——以更可持续、

更经济的方式来解决世界温饱问题，并保护地

球上的自然资源。

Taking food safety 
to a higher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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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盘点

粮食安全问题被提上达沃斯议程。在 2018 年世界

经济论坛年会的特别会议上，来自全球粮食与农业、政府、

社会及肉食技术公司的高层领导认为目前我们面临着中

产阶级需求增加，世界肉与蛋白消费过低与过高带来的

健康问题，以及环境可持续性等三重压力，这给全球肉

与蛋白生产体系提出了变革的要求。

同时新的计划项目也得以启动，旨在制定全球肉与

蛋白生产规划，确保普遍可以获取、安全、实惠和可持

续的肉与蛋白供应体系，满足未来的发展需求。

大型企业一直在关注。比如，宜家（IKEA）就在试

验未来的可持续食品——昆虫。这个平板家具巨头企业

位于哥本哈根的实验厨房一直在烹饪昆虫汉堡——配方

包括甜菜根、欧防风和面包虫——还有海藻热狗。事实

表明：昆虫能够帮助缓解过载的粮食供应体系。动物饲

料行业同样可以从中获益。从明年起，欧盟有望允许利

用昆虫来饲养禽类和喂猪。

食品安全风险也远超以往。例如，美国权威公共卫

生机构——美国疾病防控中心表示，今年四月份美国爆

发的大肠杆菌事件就与袋装罗马生菜有关。《纽约时报》

报道，接近七成不幸感染的患者感染了毒性大肠杆菌菌

株，而部分恶化成肾衰竭。近期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的

研究表明，处理肉制食品的亚硝酸盐可能产生化学物质，

带来结直肠癌风险。

除了上面提到的越来越复杂的食品供应链，迅速增

长的全球人口以及更紧张的全球资源约束，这也很容易

解释，为何全球食品安全面临的挑战能够引发如此广泛

的关注，全球各行各业的领导者们都在寻找可行的解决

方案。

满足要求

那么我们如何确保食品生产商能够生产人类和动物

所需的安全食品？其中一个让人信心倍增的解决方案就

是 ISO 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对食品链中任何

组织的要求》。正如我们所知，这项国际标准自 2005

年发布以来，食品供应链上相关用户面临不少食品安全

方面的挑战，因此亟需对该项标准进行修订。

ISO 食品技术委员会（ISO/TC 34）主席兼

国际认证机构 Bureau Veritas Nordic 首席执行

官雅各布·菲戈曼德（Jacob Faergemand）先

生对标准的主要修订内容进行了解读，包括结构

性改动以及关键概念的阐述。他说：“为满足市

场对食品安全的需要，ISO 22000 是由代表食品

安全机构的相关专家共同制定，他们来自政府、

消费者组织、咨询机构、食品行业及研究机构等。

只有让 ISO 22000 标准用户来制定食品安全管理

体系，才能真正满足来自市场的需求。”

菲戈曼德引用 ISO 22000：2018 国际标准

与为各国政府提供指南的联合国食品安全机构国

际法典委员会（Codex Alimentarius）的关系，

作为该标准满足市场需求的重要例证。“由于

Codex 在各国法律中的重要地位及参考价值，

ISO 22000：2018 与 Codex 标准之间保持着密

切的相关性这让世界各国政府都可以参考这项标

准，用于政府检验工作，作为国家食品安全要求

准则。”

他强调了食品安全机构对于部分关键性定

义彼此差异又特别明确的要求，比如关键控制点

（CCPs）、操作性前提方案（OPRPs），这最

大程度确保了与 Codex 定义之间一致性。菲戈曼

德承认在这项重要任务上达成一致是很有挑战性

的，“但我们付出很多努力，坚定不移地做好这

方面的辨识，便于用户使用这项标准。”

做好风险应对

标准很重要的一项修订就是引入了与 ISO 其

他管理体系标准一致的高阶结构（HLS）。菲戈

曼德解释说，“这有利于那些采用一项管理体系

其中一个让人信心倍增的

解决方案就是

ISO 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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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机构。”这也有助于组织机构通过别的方式来理解风险。“作为概念，风

险的用法很多；对于食品企业来说，标准可以帮助他们很好地区分知名的操作层

面的危害评估与商业风险的概念（采用新的结构），因为机会也可以说是风险概

念的一部分。”

新版 ISO 22000 标准还通过两个独立循环的协作模式阐明了 PDCA 循环

的概念。“两个 PDCA 循环彼此嵌套——其中一个是管理体系，另一个是实际

操作，两者同时都涵盖了 Codex 定义的 HACCP 原则，”菲戈曼德表示。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是指一系列指导原则，用以帮助食品

企业运营者了解食品加工方式并引入必要流程确保所生产的食品安全可食用。

Chr. Hansen A/S 是从事食品、营养、医药与农业领域天然产品解决方案的

全球性生物科技公司，该公司高级质量体系专员汉娜·本·汤姆森（Hanne 

Benn Thomsen）表示，刚修订的 ISO 22000 标准不仅仅涵盖了“传统意义上

的”HACCP 原则，“更加关注食品生产中的风险要素，以更广阔的角度来审视

食品供应链”。

她相信 ISO 22000 的优势在于其全球知名度。“食品供应链上所有企业，

直接或间接地，都可以通过独立的非政府组织进行认证。通过采用标准，食品安

全方面拥有了统一的技术语言，也得到了全球普遍的接受。”

大型企业也

特别关注。

ISO 22000有哪些新变化？

高层重视

全供应链视角
（从供应到需求）

可读性提高

针对现代食品工业

术语更清晰

关键！采用高阶结构
（附件SL）
新的核心结构更便于组织机构将 ISO 

22000 与其他管理体系标准（ISO 

9001：2015、ISO 14001：2015、

ISO 45001：2018）等进行整合。

关键！两个PDCA循环
两个 PDCA 循环彼此嵌套，其中

一个是管理体系层，另一个是操作

层（详见第 8 条），两者同时涵盖了

HACCP 原则。

关键！关键控制点
用户可以清楚地描述关键控制

点（CCPs）、操作性前提方案

（OPRPs）和前提方案（PRPs）

三者之间的区别。

关键！新的风险应对方法
标准明确区分了操作层（危害分析

与关键控制点 HACCP）与管理体

系的策略层（商业风险）的风险，其

中机会也是概念的部分内容。

更关注
利益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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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本·汤姆森表示，新版 ISO 22000 标

准作为“基本通用型标准”是用于帮助制定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框架。她认为同样重要

的是，“该标准也给食品相关组织机构提供

了评估、识别与评价食品安全危害的工作，

以及一旦发生危害将如何有效控制受关联的

产品，最大程度降低对消费者的影响”。

显然，在推动公私合作并根据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建立满足未来要求的蛋白供应

解决方案方面，制定政府政策与国际合作是

非常关键的措施——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

展中国家。在实现第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促

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方面，新版 ISO 

22000 发挥着重要作用。

来自 Précon Food Management 的保

罗·贝塞林（Paul Besseling）担任国际食

品法典委员会第 17 分委会的官方联络员，他

表示：“对消费者及整个社会来说，权威机

构与企业在食品安全方面应该使用一致的原

则和方法。食品安全政策中必须将法律法规

与业务标准之间的协调一致放在重要位置。

欧盟支持 ISO 22000 标准的进展。”

他强调了 ISO 22000 与国际食品法典

食品卫生通则（GPFH）尽管角色不同，但

两者之间的一致性非常重要。他说：“GPFH

旨在为全球的食品安全权威机构在制定法律

法规和开展官方监管或检验时提供支持与协

调。”ISO 22000 标准的目的是支持食品企

业运营者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满足顾客需求，

继续提高业务水平。”

建立信任

贝塞林表示，新版标准更加关注食品企

业的外部利益相关方。“这将帮助运营者从

商业风险的角度理解不安全食品风险，并且

加强自身在食品供应链上的定位。”反之，对

于食品安全权威机构来说，其一致性也非常重

要，因为这不仅为其工作提供支持，也让人们

的工作更加轻松。”

最后，他表示，对于食品企业运营者来说，

“他们可以相信其自身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相应地，执法机构也相

信采用 ISO 22000 管理体系的食品企业运营

商能够满足相关法律要求。”■

孙加顺 / 译

制定政府政策

与国际合作

是非常关键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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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OOD 
FACTORY
with ISO 22000

通过ISO 22000认证的食品工厂

ISO 22000 如何采用新方法进行食品安全管理？

下图展示了该标准的作用。

更好的计划

更好的团队协作

更强的领导力

更完善的流程

更强的员工能力
更好的基础设施

更好的文件整理

更好的绩效表现

清晰的项目计划明确了

风险管理和目标管理的

方式、时间及责任人。

管理层通过确保政策、资

源和行动执行到位来展

现其对食品安全的承诺。

以有效沟通为基础的员

工关系使大家为了食品

安全的共同目标而努力。

管理层定期审核绩效和

目标，以实现持续改进。

通过 HACCP* 和 PRPs** 对食品安全危害进行动态控制，这是管控食品

安全具有成本效益的一种方式，覆盖从原料、生产、存储到分销的全过程。

工人通过内部培训课程

学习良好卫生实践。

细心整理好食品安全

政策、流程、工作指

南和记录等文件，以

备将来参考之用。

合理安排场所、产品流程和

工厂布局，营造令人满意的

卫生环境。

*HACCP
（危害分析与关键环节控制点）
要求在流程的具体环节中明确
并控制潜在危害。

**PRPs
（前提方案）规定了生产安
全食物的前提条件。

曹欣欣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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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行业的关键因素

玛丽安·丹（Marianne Dam）是丹

麦 KMC 食品原料公司的质量经理，负责

公司质量体系和认证工作的维护与改进。

在本文中，她介绍了 KMC 公司如何使用

ISO 22000 标准，以及该标准为食品管理

体系带来了哪些益处。

KMC 公司的生产基地和总部都位于丹麦，该公司已经从土豆淀粉和薯片的

供应商发展成为全世界客户提供特殊原料的供货商。通过采用土豆淀粉替代乳制

品和糖果糕点中常用的蛋白质等创新型食品解决方案，该公司使制造商生产出更

便宜、更健康和争议较少的产品。因此，KMC 公司发展迅速，正如其质量经理

玛丽安·丹所言，ISO 22000 标准确实在该公司的未来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

的作用。

The key 
ingredient 
in foo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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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focus: 贵公司在实施 ISO 22000 标准等食

品管理体系的最大收益是什么？

玛丽安·丹：KMC 是一家原料公司，面向全球食

品市场提供产品。我们之所以要实施可靠的食品管理体

系——首先是因为，当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时，我们要对

客户（通常是企业对企业）负责，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

为全球的终端用户负责。我们的管理体系促使生产机构

更安全、目标明确而且高效。

通过第三方认证的食品管理体系有很明显的益处。

这些认证是证明我们公司实施这些体系的首要有效证据，

很多客户也将其作为供应商批准流程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们相信，如果没有这些认证，我们就无法管理现有的

业务。

一般来说，管理体系帮助我们收集企业内部的专业

知识来规范相关流程，例如，优化员工培训和教育；实

施记录管理控制，确保把准确及时的信息传递给相关负

责人；更好地发挥管理层的作用，加强企业内部的沟通。

这些都成为了公司业务发展的基础，我们已经从大

宗商品供应商发展成为全球食品、宠物食品和牲畜饲料的原料供应商。值得一提的是，

如今的宠物食品和牲畜饲料行业对原材料的要求和食品行业一样高。

您认为，食品安全及相应的管理和认证体系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食品安全行业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真正产品的理解不充分，以及在如今复杂

的全球市场中，买家和供应商之间缺少信任。在文件资料和商品方面的沟通和交流日

益简单，因此很多客户要求我们提供对所有原材料都适用的操作手册，以便在出现“事

故”时知道应对方法。

不幸的是，由于很多企业使用的原材料种类繁多，因此无法核对每种成分的详细

信息。虽然基本的文件和认证可以发挥作用，但是将来必须加强合作和伙伴关系才能

保持对食品安全、优质产品和个人责任的重视。

客户对产品质量

和食品安全有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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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C 食品原料公司质量经理玛丽安·丹

显微镜下土豆淀粉的极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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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22000 标准和食品安全体系认证（FSSC）

如何帮助应对这些挑战？

ISO 22000 标准的主要优点是它是一项通用标准，

其准则可以用于具有风险评估思维的各种食品和饲料行

业。它使企业可以基于自身知识和经验承担管理生产和

产品的责任。当然，整个体系依赖于正确的文件资料和

分析，第三方审计确保公司可达到符合现代食品行业要

求的质量水平。

标准以及对认证、文件和审计等日益增长的需求会

对全球食品行业中的小企业造成哪些影响？

对认证的需求日益复杂，耗时越来越长。如今，客

户不仅对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有基本要求，还希望其符

合可持续发展和道德贸易。目前不同的组织制定了很多

标准，客户又有个人偏好，这导致很难选出最好的和 / 或

最全面的标准。大型供应商可以决定它们希望通过哪些

认证，而小企业面临的风险变得更大。

价格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总要有人为额外的管理和

文件买单。这是小企业考虑的重点。维持企业生存就意

味着敢于对客户说“我们换个方式吧？”或者直接说“不，

谢谢”。

您认为对 ISO 22000 做哪些修改或完善才能与您

的业务关联性更大？

ISO 22000 标准不能独立存在，因为全球食品客户

都希望其认证能得到全球食品安全倡议（GFSI）的认可，

该倡议是衡量生产商食品安全标准的方案。现在，这个

问题通过增加食品相关良好生产实践“环节”得到了解

决，从而使 FSSC 22000 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即组织机

构有效管理食品安全的框架，得到了 GFSI 的全面认可。

在不久的将来，在牧畜饲料方面也会制定类似的

框架。

为了维持 ISO 22000 标准在食品行业的重

要作用，就要制定可持续发展附录和道德方法，

从而使其不仅是一项基础标准，还有诸多可能为

企业设计一个综合系统。

ISO 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很高，希望它在未来

勇于接受挑战，为全世界更多的企业提供便利。■

曹欣欣 / 译

ISO在国际上的

知名度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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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尼日利亚农业

农产品是尼日利亚国民经济的基础，为国人提供粮食，

并向其他国家出口重要的经济作物。目前，该国的农业发展

迅速，并利用标准来释放农产品行业的潜力。

文 /SON 主任 奥斯塔·安东尼·阿布罗马   
by Osita Anthony Aboloma, Director-General/Chief Executive of SON

members excellence

Cultivating 

 in Nigeria
growth 全球粮食安全挑战迫在眉睫：到 2050 年，全世界有 97 亿人口需要供养。这意

味着对食物的需求将比目前高 60%。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7 个可持

续发展目标（SDGs）中的第二个就是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并促进可持续农业。

联合国于 2015 年 9 月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尼日利亚一直积极拥护这些目标，

是早期采用目标的国家之一，目前正在制定实现这些目标的计划和政策。可持续发展

目标基金会（SDGF）是为可持续发展倡议提供财务支持的一项联合国机制。SDGF

指出，尽管尼日利亚非常依赖农业，70% 的就业与农业相关，但该国很多地区普遍

存在营养不良的现象。如今，尼日利亚再次聚焦农业，试图解决部分地区长期存在的

粮食安全问题。

粮食安全及其重要性

为什么迫在眉睫？直接原因是大家都需要食物。没有合理全面的营养，我们就无

法生存。但很多报告显示，全球 76 亿人中有十分之一在遭受饥饿，随着世界人口不

断增加，这个数字可能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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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问题着眼于确保和获得足够的粮

食。石油使资金从农业流出，在发现石油之前，

粮食安全问题并不存在；那时尼日利亚有足够

的粮食养活国人并出口多余的粮食。如今，尽

管尼日利亚在农业方面有巨大的潜力，却成为

了粮食的纯进口国。

农业曾是尼日利亚政府和外汇收入的主要

来源，但在过去几十年间由于种植材料贫乏、

化肥使用率低以及农业推广体系薄弱，该国目

前面临着投资不足、政策支持不到位和失去机

会等问题。

整体方法

虽然目前尼日利亚急需提高生产力，但其

粮食安全问题不仅与生产力低下有关（该国生

产的根茎类作物、谷物和豆类等农产品的占比

分 别 为 8.41%、1.09% 和 2.85%）。 尼 日 利

亚中央银行 2001 年报告显示，目前粮食生产

年均增长 2.5%，无法满足每年 2.8% 的人口增

长。

粮食竞争不断加剧意味着需要长期的解决

方案，然而，要怎么做才能真正地将农业转变

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呢？可以确定的是，提高生

产力不是解决该国粮食安全问题的万能良方，

现在需要一个全面周详的方法。

只有粮食产量与收获后的技术相匹配，才

能实现自给自足，因为这些技术很大程度上决

定着产品的最终质量。这包括通过最大化投资

储存技术来保护庄稼不被毁坏和浪费，促进粮

食生产，以及防止农产品供应商或当地代理商

囤积粮食。与此同时，需要采用整体分析法进

行农业研究，其中包括农业价值链中公私营领

域的诸多利益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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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再次聚焦农业。

尼日利亚农业改造计划

自给自足 石油强国 食物标准

约 450 万人口
（其中七成是农民）

约 7550 万人口 约 1.859 亿人口

40 年

能养活人口

不够养活人口

必须从外国进口

营养不良

农业资金不足
食品安全问题

尼日利亚行业标准 
+ ISO 22000

从农场到餐桌的
全过程都符合
食品安全流程

长期的粮食
安全问题

出口到其他国家

过去 现在 未来

来源：人口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SON 主任奥斯塔·安东尼·阿布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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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安全食用

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中产阶级不断增多以及供应链日益复杂，尼日利亚还面临着一系列食

品安全方面的挑战。虽然该国在农业方面付出了最大努力，但食物传染疾病和食物召回在全国

各地餐馆和食物链中时有发生。据尼日利亚疾病防治中心办公室统计，全国爆发的食品传染病

有超过一半是由于餐馆、宴会设施、学校以及其他机构的食物处理方法不当。

实现食品安全需要付出努力，符合适当的程序，这样才能确保食品在从农场到餐桌的整个

过程都是安全的。这些努力包括处理、准备和储存等道德安全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环境和个

人卫生、害虫控制、废物处理和清洁计划，以便减少食品价值链中食品传染病的发生。

在尼日利亚甚至全世界，各国政府不断推出法律和规定来防止不道德的做法，而正是这些

做法对不安全食品生产导致的食品传染病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我们需要识别、

防止、控制和监测食品传染病原体和微生物寄生虫方面的标准，以帮助食品行业及其价值链实

现合理的质量保证。

应对挑战

ISO 标准当然是应对当前食物挑战的主要工具。它们提

供了在全球食物供应链方面的安全实践，覆盖从合理的农业

方法到终端产品的布局规定等环节。这种全球趋势促使尼日

利亚标准组织（SON）与其利益相关方开展协作，共同制定

促进食品质量和全球最佳实践可持续发展的限制条件和要求。

在 SON 制定的 50,000 项标准中，约有 5000 项与食品

相关。SON 审查已有食品标准，制定新标准并且对新市场需

求有争议的领域进行评估。而规则只有在调查研究和实施之

后才会像可用资源一样有效，因此，尼日利亚行业标准规定

可以通过加贴标签、具有前瞻性的食品安全体系和监管合规

来实现可追溯性。

一起行动

无论是粮食安全还是营养问题，需要从跨国公司到运

输、储存和售卖食品的所有人的共同努力才能有所改变。以

粮食安全问题为例。我们在解决食品传染性病原体、腐败生

物体及其毒素等食品安全挑战方面正在作出巨大努力。正因

为如此，尼日利亚很多食品企业现在使用 ISO 22000 食品

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并采用危害分析和关键环节控制点体系

（HACCP）——旨在早期阶段防止污染的食品检测体系。另

外，生产商和食品行业专家一直在控制使用劣质原材料、未

申报的添加剂以及食品欺诈等乱象。

尤其在食品控制体系薄弱、零散使用的国家，需要统一

的食品质量和安全体系，才能使人们拥有可安全食用的高质

量食物。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要解决新出现的病

毒和耐药菌，研发识别转基因生物的改良方法，提高整个食

物链上的合规有效性。

即使困难重重，尼日利亚食品行业的前景一片光明。尽

管遭遇了一些挫折，但尼日利亚的农业仍被视为该国经济最

强劲、最发达的领域。尼日利亚气候多样，有热带气候也有

亚热带气候，适宜种植各类农作物。在 ISO 标准以及 SON

和其他国家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尼日利亚的产品一定会在国

内和国际市场中充满竞争力。■

曹欣欣 / 译

尼日利亚很多食品公司

使用ISO 22000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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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到来
ISO 合格评定委员会会议在墨西哥召开

教育管理体系
标准发布

大数据扶贫标准化论坛在贵州召开

阿拉伯地区推广使用
ISO 45001标准

数字领域的消费者保护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一份名为

“人工智能：下一个数字前沿？”

的报告指出，人工智能正蓄势发

动下一波数字颠覆浪潮，企业应

该现在就做好准备。

目前，人工智能和相关应用

的标准化工作正在进行中，而且

专门成立了一个国际分技术委员

会。ISO/IEC 信 息 技 术 联 合 技

术委员会人工智能分技术委员会

（ISO/IEC JTC 1/SC 42）旨在

聚焦该技术委员会的人工智能标

准化计划并为其他技术委员会提

供基本的支撑。

人工智能可用于与标准化密

切相关的许多行业，如：智能制

造、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虚

拟现实、医疗、交互式语音界面、

视觉识别、数据分析 / 处理、家

用电器、网络安全或空间编程。

人工智能标准化将引领我们迈向

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因为企业要

在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上投入大笔

资金，而且要确保未来可以继续

发展各个系统。

目前已知的挑战有人工智能

的运用、互操作性、可扩展性、

安全性和责任，因此这也是需要

标准化的根本原因。

ISO/IEC JTC 1/SC 42 成立

全体会议于 2018 年 4 月在中国

北京召开。该分委会的秘书处由

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承担。

今年，第 33 届 ISO 合格评定委员会（ISO/CASCO）全体会议于

2018 年 4 月 25 至 26 日在墨西哥召开。会议由墨西哥标准局（DGN）

和墨西哥认证机构（EMA）共同主办，共有来自 40 个成员机构和 11

个联络组织的约 90 名代表参会。

ISO 秘书长塞尔吉奥·穆希卡（Sergio Mujica）出席会议，他借

此机会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合格评定在 ISO 战略中的最新发展情况并会见

了墨西哥政府高级官员。

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是灾害风险管理研讨会，主要聚焦标准和合格

评定在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和业务连续性规划等领域的作用。在一系列

重要活动中，国内外演讲嘉宾介绍了灾难风险管理的趋势、未来的挑战

和标准在灾难风险管理中发挥的作用。与会代表充分借鉴了墨西哥在这

方面的经验和专长，积极探讨了该地区的发展情况。

从学前班、大学到成人教育，全

球文化背景下的媒体和技术融合正在

改变我们的学习方式，并向教育的基

础发起挑战。为适应现代的生活方式，

传统的客户与供应商关系逐渐转变为

更加协作的伙伴关系，所以教育提供

者必须适应这些新的工作方式，同时

确保最高水平的服务。

全球首个教育行业管理体系标准

ISO 21001 旨在迎接挑战，明确管理

体系的基本要求，帮助教育提供者满

足学员的需求和预期。这是一次针对

性更强、更为个性化的学习体验，最

终会带来更好的成效。

这项新的国际标准由教育机构

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项目委员会

第 40 届 ISO 消费者政策委员会（ISO/COPOLCO）全体会

议于 2018 年 5 月 7 日至 10 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会议围

绕“数字经济下的消费者保护”研讨会，探索标准如何对数字保护

法规做出补充，同时帮助消费者获得科技带来的益处，比如在商品

和服务方面有更好的选择，配送服务得到改善。

欧盟实施了一项新法规，要求企业通过限制数据收集和使用的

方式来保护消费者个人数据。在这样的背景下，150 多位国内外专

家共同探讨隐私措施的影响、人工智能、共享经济和在线消费者体

验法规。

ISO 消费者政策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标准化解决方案，即成立

一个新的消费者保护项目委员会。ISO 消费品和服务设计隐私项目

委员会（ISO/PC 317）正在着手制定一项关于预防性措施的国际

标准，确保在最初的产品和服务设计阶段融入消费者隐私。该标准

将服务于数字化相关的消费品生产商、移动设备制造商和网络服务

提供商，并帮助消费者重新掌控使用数据的权利。

ISO 45001《 职 业 健 康 安 全 管 理 体

系——要求及使用指南》旨在帮助全球的

组织机构减少与工作场所相关的疾病和伤

害。在标准发布仅仅两个月后，ISO 能力

建设部门对来自阿拉伯地区 11 个国家代表

广大利益相关方的 33 个代表进行了新标准

培训。

来自 ISO 成员、政府和私营部门的代

表们探讨了职业管理体系的基本原理和益

处，成功实施 ISO 45001 的方法以及该标

准与 ISO 9001 和 ISO 14001 等其他管理

体系标准的融合。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与

会代表认为，这种交互式方法以及在工作

场所健康和安全、管理标准的有效使用方

面的交流十分重要。

该研讨会由突尼斯标准化与工业知识

产权协会（INNORPI）主办，是米那斯达

计划（MENA STAR Project）的一部分。

该计划是由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Sida）

资助的 ISO 倡议计划，用于强化非洲中东

部和北部地区标准和法规的制度基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田世宏。

BIG DATA TO BEAT POVERTY

MANAGEMENT SYSTEMS 
FOR EDUCATION

buzz

CONFORMITY ASSESSMENT IN MEXIC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MES OF AGE

ISO 45001 
PROMOTED  
IN THE ARAB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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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PC 288） 制 定， 聚

焦教育机构、学员和其他客

户之间的交互作用。通过推

广适用于各方面学习服务提

供者的实践，该标准有望帮

助打造更强大的教育行业，

推动在创新和经济方面产生

积极的连锁效应。

2018 年 5 月，贵州省成为中

国大数据产业基地，吸引全球的

科技专家和政府官员共同出席大

数据精准扶贫标准化论坛暨经验

交流会。该会议在 2018 年中国国

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前夕举办。

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之

一，中国通过实施精准扶贫国家

战略，近几年在减少极端贫困人

口方面成效显著，尤其是农村地

区。大数据被视为中国经济传统

和新兴行业发展的驱动力，数据

服务、智能制造和电子商务发展

迅速。

通过更理性和精准的方式，

扶贫成为标准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的领域。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主任田世宏出席论坛，倡议

将大数据与标准化融合作为前进

的方向，争取在 2020 年之前让

更多人脱贫。论坛的宗旨是通过

使用标准来带动大数据分析工作，

这样我们可以绘制更加准确的全

球扶贫蓝图，让穷人富起来。

CONSUMER  
PROTECTION  

IN THE DIGITAL SPACE

靳吉丽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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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reallyon yo  ur plate
警惕食品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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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2年，爱尔兰食品安全局（FSAI）就已经起疑。

FSAI 官员开始注意到，在超市和其他地方销

售的肉比实际应该销售的价格便宜得多。他们

认为必须进行调查，开展一系列的检测工作。无独有偶，

英国农业、渔业和粮食部调查肉类掺假也有些时日了，

他们怀疑异常的情况已经发生。尽管如此，FSAI 率先采

取行动。最终，他们发现在爱尔兰和英国超市里销售的

牛肉汉堡中添加了马肉。公众对此感到非常愤怒。

这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首先，这是一个简单的选

择问题：顾客没想到会吃到马肉，却很自然地购买了原

以为是其他肉类的马肉。其次，这带来了可能更为直接

的问题，购买这类特殊的马肉存在健康危害。混入其他

肉类中的马肉并不是供人类食用的，而且有些马接受过

苯乙丁氮酮的药物治疗，这类药物不应进入人类的食物

链中。

万幸的是，FASI 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发现药物的程

度不会给消费者带来风险。然而，这类肉没有经过合规

的动物质量监控或者微生物评估，可能给消费者带来严

重的健康风险。所以，选择的自由和仅用于动物的药物，

这两大因素意味着必须采取措施来避免这类危机的发生。

逃脱法网

和绝大多数产品一样，肉类也参与跨国交易。追踪这类

船只绝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这也是调查员仍然无法确定掺

假问题到底持续了多久的原因之一。欧洲的屠宰场和肉类加

工企业的大量肉类被没收，但究竟有多少肉在流通中仍然是

个不解之谜。事实上，现在仍然有肉类掺假的情况发生。近

期一项研究称，截至 2017 年 10 月 1），“掺假事件受经济利

益驱动，其数据库显示，大约 7.3% 的食品掺假案是关于肉

和肉制品的。”

“ 一 个 重 要 的 问 题 是， 为 什 么 没 有 抓 到 犯 罪 分 子，

而使之逃脱法网。”国际食品供应链监管和质量保证协会

（MoniQa) 副会长和长期担任 ISO 观察员的伯特·博平（Bert 

Pöpping）说。肉类掺假问题以及这种犯罪行为长期以来被

忽视的原因之一是检测制度的性质。

简言之，检测针对的是可能出现的元素而非不应该出现

的元素。以水果为例，检测针对的是可能在一些作物中出现

的某种杀虫剂。同样地，检测针对的是鸡肉或牛肉中某些药

物的残留，但是如果某个非法因素没有被长期使用，也从未

被检测过，那么就无法被发现。

马肉和牛肉口感相似也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且马肉

更瘦更健康，相对来说很容易添加到牛肉中。在这种特殊的

情况下，预算紧张无疑意味着无法开展所有的检测。实际上，

检测是一种风险评估，而且通常针对的是最高风险。

打击食品欺诈

那么，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面对这些挑

战，国际社会在今后如何防范欺诈性肉类掺假事件再次发生？

法典标准发布了已有一段时日，但人们一直认为这还远远不

够。法典标准范围广泛，包括植物和鱼类的品种鉴别，但一

般不会涉及更深层的内容，特别是肉类成分。这类标准由食

1）《全球肉类成分检测市场——发展、趋势和预测》（2018-2023）：

https://www.researchandmarkets.com/research/nw8xkr/global_meat

2013 年初，在许多连锁超市销售的加工牛肉产品

中发现马肉的事件冲击了整个食品行业。同时，也推

动建立了更为严格的食品检测制度以及加强该领域的

标准化工作。那么，这一丑闻是如何被揭露的，目前

做了哪些工作？五年后，我们来看看标准如何帮助解

决食品欺诈问题。

文 / 罗伯特·巴特拉姆   by Robert Bart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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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法典委员会制定，该委员会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WTO）共同成立的政

府间机构，旨在保护消费者健康并确保食品贸易中的

公平实践。

很明显，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来解决食品欺诈问

题，这就需要 ISO 标准来发挥作用。ISO 生物分子检

测方法分技术委员会（ISO/TC 34/SC 16）主席和美

国技术咨询组主席雷·希利托（Ray Shillito）说：“制

定肉类标准的最初动力来自伊朗。”伊朗政府担心驴

肉代替按穆斯林教规屠宰的肉，并认识到没有国际支

持他们无法对肉类进行很好的监管。

对 ISO 而言，制定标准的核心挑战是提出所有国

家均可使用的一致方法，从而得出可比较的结果。标

准化至关重要，因为撇开其他因素，当进行贸易合同

谈判时，可以加入的一项条款是产品已按照 ISO 标准

进行检测。这意味着买家和卖家达成共识。希利托指出，

“如果出现争议，就可以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来

解决。”

这时，流程变得尤为重要。因此各国当局必须在

方法上达成共识，使其符合所有参与国的要求。现有

的生肉种类成分检测方法取决于蛋白质分析，而这些

蛋白质可能在加工和加热时发生变质。由此，必须在

新的实验室检测上达成共识。例如，可以采用 DNA

方法或其他基于蛋白质的方法。

鉴于这一点，ISO/TC 34/SC 16 于 2014 年 9 月

成立了关于肉类成分的工作组（WG 8）。该工作组

通过与许多国际专家协商完成了一份文件并提交给委

员会。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并非总是如此。希利托说，

就肉类掺假而言，该工作组的工作做得相当不错。

处理细节问题

然而，麻烦在于细节。不同的国家可能会谈论不

同的事情，所以文本必须是“国际通用的”。一个国

家或地区希望其标准用于世界各地，该工作组不能被

他们所影响。共识是必要的，也非常容易实现，因为

该标准规定了基本的要求和定义。它将细化未来要使

用的术语，并明确检测方法等标准的范围。

一项主要的挑战是应该如何呈现结果。肉包含肌

肉、肌腱和脂肪。但它们含有不同数量的 DNA。那么，

如何得出它们的比例呢？动物体内有许多不同的组织，

它们包含数量不同的 DNA，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需要

的就是 DNA。另一项技术挑战是目标对象应代表某一具体物

种，而且具有这一物种的普遍特征。另外一个因素是肉是如

何制作的；比如，需要考虑肉被剁碎的情况。

博平和希利托认为，检测肉类的方法目前还在研发中。

事实上，在马肉丑闻事件爆发之前，并没有真正实现标准化。

而且，直到最近检测马肉的方法还不明确，检测的阙值只有

1%。也就是说，该方法还没有达到检测出“0.01% 马肉”的

水平，这也意味着需要更高的检测率。

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方法——也是标准化的主要挑战之

一——是不再仅仅针对可能出现的元素进行检测。博平说：“目

前我们正在摒弃精准检测，从着眼于马肉和询问‘是否有马

肉？’到能检测出产品含有哪些肉类的方法。”这本身就是

对标准化部门的一项挑战，因为目前还没有制度可以将非靶

标方法进行标准化。

发人深省

从这点来看，所有国家仍需要达成共识。我们当然会提

出各种问题和意见，之后开始漫长的修订流程，直到所有人

都赞成最终的方法。

那么，肉类检测标准何时才能达成共识呢？专家们已经

在时间表上达成一致，这两方面都已准备就绪。但可以确定

的是，ISO 肉类掺假标准不可能很快到来。就这项标准达成

一致本身将是一大成就，也是在全球防范非法肉类掺假最重

要的构成要素。对此，我们都应该深怀感激。■

靳吉丽 / 译

就这一标准达成一致

是最重要的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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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hting
FOOD FRAUD

打击食品欺诈

丑闻是如何曝光的

检测还是不检测……

标准结论

在马肉中

发现了止痛药

问题：现有的检测方法包括检测可能出现的成分（例如具体的肉类或

具体的药物）。

结论：急需制定新的检测方法来分析产品中含有哪类肉。

对肉类检测标准的需求推动了ISO肉类

成分检测工作组（ISO/TC 34/SC 16/

WG 8）的成立。

最有效的一种方法是检测食品中的DNA，比如在标着“牛肉”产品

中的马肉。另一种方法是测量由基因序列决定的蛋白质序列（基于主

要肉类蛋白质的区别）。

警察在全欧洲

展开调查

结论：

食品欺诈/犯罪

经济收入：

马肉更便宜

利害攸关？

2013年1月16日，爱尔兰食品监管

部门宣布，他们在大型连锁超市销

售的冷冻牛肉汉堡中发现了马肉

的DNA——零售商对1000万份

汉堡进行了下架处理。

在英国，千层面、意大利肉酱面和

牛肉汉堡等即食餐品在检测发现含

有马肉后被召回。

大多数这类食品源自法国一家肉

类加工企业生产的750吨误贴标

签的马肉。

调查发现被使用的马肉来

自罗马尼亚屠场。

在马的尸体中发现了禁止出现在人类食物链中的兽医用止痛

药“保泰松”（苯乙丁氮酮），对此公众感到十分愤怒。健康

专家说，这是食品欺诈而非食品安全问题。

爱尔兰

英国 法国

罗马尼亚

2013 年初，在一些连锁超市销售的牛肉产品中发现了马

肉的 DNA。五年后，ISO 肉类成分检测标准的相关工作仍在

进行中。

来源：食品科学和技术研究所食品科技日报

（2017 年 5 月 30 日）。

靳吉丽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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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天然食品

消费者习惯的改变和社交平台上开始

流行发布完美食物照片说明我们对食物的

认识日益增强，这意味着我们对天然食品

的需求越来越高。由此，全球原料供应商

和食品制造商开始了一场关于到底什么是

“天然”食品的有趣谈话。

文 / 巴纳比·路易斯   by Barnaby Lewis

“我食故我在”这句谚语似乎在已经缩小的现今世界中发挥着意想不到的重要作

用。一方面，我们现在可以享用的食物种类之多令人吃惊。新千年之后的一代人（5

到 20 岁）逐渐长大，他们希望来自不同民族的食物也能够方便购买而且价钱合理。

他们现在就能在超市、自助餐厅和贩售机中买到这些食物，这是因为供应商和制造商

在积极应对这个品味国际化和生活节奏更快的世界。

同时，这个时代的人超级互联，更了解自己对地球造成的影响，而环境对他们自

身健康的影响似乎与食物的来源地、生产方式和成分密切相关。

It’s only 
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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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消费者可以打消疑虑，尽管全球化

食品行业处于下降趋势，但绝大多数食品都是按照

前所未有的高标准进行生产的。这就是食品的商品

化，其驱动因素包括需要快速运输原料，以及生产

可预见、稳定和易加工的食品所需成分的同质化。

饮食全球化的危险性

随着食品原料脱离当地的文化传统、食谱和生

产技术，它们开始变得和工业部件一样。此外，在

这种情况下，基础术语不明晰会造成误解，导致严

重损失，同时让不道德的人有机可乘。这样一来，

规模庞大的全球食品活动会被试图售卖不合格或伪

造食品原料的犯罪分子滥用。

目前，这类欺诈的程度是未知的，但可通过社

交媒体放大，因此对消费意识的影响巨大。这让供应

商意识到信任的脆弱程度，激发他们对于营造公平竞

争环境、以透明和清晰的方式来描述产品的需求。

达成共识

原料供应商、客户和食品制造商需要就什么是

“天然”食物达成共识。这样制造商就能对最终产

品提出要求，从而确保消费者对产品的信心。换句

话说，制造商对 ISO 标准有明确的需求。

ISO 食品技术委员会（ISO/TC 34）负责制定

并于 2017 年发布了一项新的技术法规。ISO/TS 

19657《天然食品原料的定义和技术标准》是一份

简明扼要的文件，提供了明确的定义，使当今全球

食物供应链的复杂工序和物流变得更加清晰。

在该标准发布半年多后，本刊有幸采访了参与

标准制定的一位专家，向他了解预期的益处，以及

标准如何影响那些决定我们未来与食物之间关系的

挑战和趋势。

从化学工程师到标准专家

多米尼克·泰曼斯（Dominique Taeymans）

是个食品监管顾问，他从事这一职业已有 40 年。

这个生活在瑞士的比利时人是食品工程方面的

教授，至今还在授课，并一直在全球食品巨头雀

巢公司工作。多米尼克协助统一了欧盟食品监管

框架，同时参与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的标准工

作。由于在学术、商业和监管方面的丰富经验，他

在大家的热烈欢迎下加入了 ISO/TC 34 下设专

家组。ISO/TC 34 的秘书处由法国标准化协会

（AFNOR）和巴西技术标准协会（ABNT）共同

承担。

鉴于该标准的目的是促进企业与企业（B2B）

之间的交流，我问道，非专业人士如何知道，定

义某一食品为天然食品要考虑哪些因素？“食品

是否天然要符合三个基本要素，”多米尼克说。“第

一要素是食品的来源：来源是否天然？”这表明

定义的第一部分内容不包括那些经过化学合成或

只在实验室生产的食物。

我问多米尼克，这会给农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带来哪些影响，比如向细胞农业转变，与肉或卵

蛋白差不多相同的产品可以在实验室条件下生长

成熟。他说，“对我而言，这不是天然产品，不会

被列为天然食品。”但这是否会对解决全球饥饿

问题的新技术造成障碍？”“不会，该技术法规不

欺诈对消费意识的

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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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评判哪类农业或产品的好与坏或者必

要与否。它只是提供了定义天然食品的

通用方法，这是产品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二要素是不应该进行化学加工”，

这表明不可大规模使用化学来彻底改

变原料，“尽管我们允许加入食品添加

剂，但前提是产品本身要遵循基本的天

然原则”。

第三要素是应对消费者最关注的

食品安全问题，这适用于定义天然原料

可接受的智能化程度：“食品必须符合

所有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地方法规，但在

不改变食物本身基本性质的情况下，用

天然工艺无法实现的产品可以采取代替

方案”。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不同的烹饪历史意味着各国的消费

者可能对天然产品包含什么或不包含什

么有不同的看法，无论他们是厨师还是消

费者，但是运送原料到全球各地制造商的

国际操作流程需要有共同的对话基础。

企业可以对消费者说，他们的食品

种类很广，可以满足每个国家不同的口味偏好，而且通

常受到非常严格的监管。这类法规包含不同的文化传统

和地方法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标准化的，这一点也

是法典标准所关注的。法典标准对最终产品标签上的内

容设定了明确的规则。

消费者称为标准的法规也涉及有机产品，这类很可

能会让购买天然食品的人感兴趣的产品。这两个术语是

否会混淆？但愿不会，多米尼克认为：“有机”一定是

管理良好、以特定农业方式生产的一类产品，从更广泛

的角度来讲，所谓的“天然”更像是一种声明。许多“有

机”产品应该算作“天然”产品，但是反之则不然；“天

然”产品并不是自然地以“有机”的方式生长的。

良好决策的要素

ISO/TS 19657 为制造商提供了评估原料并要求所

有原料有相同的基础。对 B2B 标准的需求反映了全球

生产商、供应商和制造商的日趋复杂，而它们保证了超

市里有我们希望购买的产品。

设想一下超市货架上的面条包装袋上只有一个成分

和营养价值标签。然而主要成分（可能是黄麦面条）可

能包含许多原料，每一种原料可能来自多个供应商或者

来源地。

如果消费者觉得在购买食物时做出好的决策是件困

难的事，那么可以想象，当我们考虑到食物的基本要素

时，这项任务的困难程度会呈指数级增加。

因此，虽然当需求出现时，粒子物理学家可以享受

发明术语的乐趣（从“胶子”到无法想象的“超大型望

远镜”），但是食物供应商不得不寻找几十年来通用、

明确的术语定义。正因为有了 ISO 标准，现在大家都能

加入到怎么吃和吃什么的话题当中。■

靳吉丽 / 译

对ISO标准的

需求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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