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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思考
舒洪水
（ 西北政法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3）
摘 要： 刑法作为食品安全各部门法的最后一道屏障 ，理应对严重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做到“法网
恢恢，疏而不漏”、“罪刑适应，罚当其罪”。虽然刑法在预防食品安全犯罪方面的作用是明显的 ，但同时
也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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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 ，是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必需品。 每个人要生存、生活下去，就离
不开食品。但近年我国食品安全的问题却频频被媒体曝光 ： 毒奶粉、毒大米、毒面粉、塑化剂、福寿螺、苏
＊

丹红、毒火腿、毛发酱油、黑心月饼、地沟油、染色馒头、牛肉膏……直至 2011 年 3 月份曝光的双汇“瘦肉
精事件”，一起起怵目惊心，影响者众，轻者致病，重者要命。国人为之惊恐、为之愤怒。
考虑到食品属于经济学中的“信任品”范畴，基于“食品”的信任品特性，重建食品生产者、销售者的
道德信念，对于保障食品安全可能更为有效和根本 。但良心的盾牌并非总是可靠，道德的血液并不总能
自我生成，尤其是对企业来说。正如一位学者所言： “在以股东利益和利润最大化的组织那里，公众健
［1］
康永远不是一个首要的议题。” 如果没有一定的约束，食品生产者很容易在利益的驱使下铤而走险。
特别是正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单靠道德教育无以应急于危害、威胁公众安全、健康的社会丑恶现象，指
望某个人、某个群体的道德自省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在法治不完善的环境下来谈道德的提升也是奢
侈的。因为一旦法律“打瞌睡”，私欲便很容易挤垮道德的堤坝。
因此，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现象的频发，固然是生产、销售者的谋利企图，但也反映了我国目前食品监
管的不力、法律规制的缺失。刑法作为各部门法的最后一道屏障 ，理应对严重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做到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罪刑适应，罚当其罪”，发挥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定海神针作用 。
食品安全犯罪就是指在食品生产 、销售过程中发生的犯罪活动，它直接危害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
命健康权。刑法规定了两条直接关于食品安全的罪名 ，即第一百四十三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
的食品罪”和第一百四十四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 实际上，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也可能会
构成其他犯罪，比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假冒注册商标罪等侵犯知识产
权的犯罪、非法经营罪、食品监管渎职罪等。 本文主要探讨完全与食品相关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
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有关立法问题及完善建议，以求教于各位同仁。
一、食品安全犯罪立法不明确、不周延、不准确及其对策
（ 一）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罪状规定不明确及其对策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是具体危险犯 ，只有在“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
*

收稿日期： 2011 － 11 － 24
作者简介： 舒洪水（ 1972—

） ，男，江西余干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食品安全法治研究中心西安分中心主任，西安市

雁塔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法学博士。

147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2 年第 2 期

严重食源性疾患”的情况下才能构成本罪。 而这一具体危险的鉴定难度非常大，在现实中并不具可操
作性，不得不依赖司法解释，但是司法解释对此处的规定依然模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条规定，经省级以上卫生行
政部门确定的机构鉴定，食品中含有可能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超标准的
有害细菌或者其他污染物的，应认定为《刑法 》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
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两高解释只是在对“严重食物中毒事故、严重食源性疾患 ”进行循环解释，以
“严重”的概念解释严重。因此，“最高司法机关做出的规范性解释 ，在很多情况下都不能达到明确性和
可操作性的要求，许多解释规定存在着和刑事立法相类似的缺陷，诸如‘情节严重 ’等概括性规定大量
［2］
存在，其司法解释本身仍需要进一步解释 ” 。 何为“严重食物中毒事故、严重食源性疾患 ”，两高的司

法解释中并未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仍然欠缺可操作性。
2001 年 4 月 5 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
从实务的角度看，
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条要求，认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生产、
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须经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鉴定 。此类鉴定，一是要确定食品
是否达到卫生标准； 二是要确定食品中是否含有可能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
的超标准的有害细菌或者其他污染物 ； 三是要确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被食用后，是否造
成轻伤、重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由于此类鉴定的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法律责任大，因此执行中困难
重重，相关的鉴定意见很难出具。其结果是，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要么被“低估 ”，即降格以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罪追究刑事责任，因为证伪相对容易，而证明不符合安全标准达到危险程度却是颇费周折； 要
么被“升级”，即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进行追究。 而无论“升级 ”，还是“降格 ”，都偏离了
事情的本来面目，有失妥当。
笔者认为，首先，鉴于新生效的《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的检验机构的设立做出了规定 ，建议刑事司法
鉴定，应在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中 ，由司法机关委托认可后选择确定，以准确认定是否
达到法定的危险程度。其次，降低立案标准，避免放纵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于生产经营一般不合格
食品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危险程度的行为 ，应该按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进
行处罚，但是刑法规定的“销售金额 5 万元以上”的门槛应该降低，防止放纵犯罪。 其实，发达国家也经
历过食品安全危机，如美国的“肮脏食品加工厂”、欧洲的疯牛病、日本的毒大米。 推动各国走出危机的
最大启示，是用系统的制度呵护良心，用严苛的法律捍卫道德。美国法律规定，无论金额大小，只要有制
假或售假的行为就构成犯罪，值得我们思考借鉴。
（ 二）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中的“生产、销售 ”立法不周
延及其对策
1． 现行刑法侧重生产、销售行为，食品种植、养殖及流通环节的行为缺少应有规制 。
《食品安全法》将围绕食品安全进行的专门活动分为生产行为与经营行为 ，并且将食用农产品也纳
入了食品的范围； 而《刑法》关于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的规定只侧重于对食品生产 、销售
行为的规制，对于食用农产品的种植、养殖环节以及食品的流通环节都没有进行合理保护 ，使得这些环
节中侵害食品安全的危害行为难以得到应有的惩治 。
第一，食用农产品的种植、养殖行为。
《食品安全法》第二条将供食用的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 （ 食用农产品 ） 生产过程的安全，即种植、养
殖行为的安全也纳入了食品安全的范畴 。司法实践中，由食用农产品的种植、养殖导致的危害食品安全
的事件屡见不鲜，如张北“毒菜”事件、河北香河毒韭菜事件等。然而，《刑法》中的食品并不包括食用农
产品，仅在《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与食用农产品有关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做出了相关规定 。该解释仅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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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某些药品或含该类药品的饲料养殖供人食用的动物的行为进行了规制 ，而并未对种植不符合安全标
准的食用农产品，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进行规制。食用农产品的生产处于食品生产的源头 ，如果农产品
本身就存在食品安全问题，整个食品安全链条将无法运行下去，种植、养殖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用农产
品的行为难免会对食品安全管理秩序造成严重影响 ，实有刑法规制的必要。
第二，运输、贮存、装卸等食品流通环节的行为。
《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的贮存、
运输、
装卸等行为都进行了相应的规定，而《刑法》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的规制主要限定于生产、
销售环节，
当运输、
贮存等食品流通环节出现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时，往往会因为
《刑法》中缺乏明确的规定而难以定罪处罚。这类行为的危害性程度并不一定低于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
销售行为，
但按照现行《刑法》，
既不构成生产、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也不构成生产、
销售有
生产、
毒、
有害食品罪。可见，
刑法对于运输、
储藏等流通环节的行为缺乏相应规定，
亟须完善。
2． 增加规制行为的表现形式，将“生产、销售”修改为“生产、经营”。
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所规制的行为仅限于生产和销售两种独立的行为 。种植、养殖
食用农产品中以及运输、贮存等食品流通环节中存在的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都无法受到有效的规制 。
因此，将《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生产、销售 ”修改为“生产、经营 ”，不仅可以将食
用农产品的种植、养殖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还有效保护了运输、贮存等食品流通环节，也很好地解决了
与《食品安全法》的衔接问题。《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的生产、经营是指食品生产和加工以及食品流通
和餐饮服务，可以据此界定有毒有害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生产、经营行为。
（ 三）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非食品原料”立法的模糊及其对策
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 “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
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犯罪对象是掺入 （ 或掺
有） 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其属性当然也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但立法者考虑到本罪的
犯罪行为在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上更加严重 ，设置为抽象危险犯以及规定更为严厉的刑罚，直至死刑。
对于这样一个最高刑为死刑的罪名 ，其犯罪构成应当十分准确、清晰，而且应当能确实反映出是比生产 、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更为严重的犯罪 ，才能达到罪刑相适应。但是，现行立法对该罪的设置差
强人意，远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难以体现立法者的本意。
1．“非食品原料”概念模糊，困扰司法。
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犯罪概念和构成中，“非食品原料 ”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 如果
行为人掺入的是食品原料，即使是有毒有害的，也不构成该罪，至多是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食品罪。那么，什么是“非食品原料 ”？ 在我国食品卫生法规中没有相关定义。 从字面上看，可以有两
种理解： 一是指不是以食品作为材质的原料； 二是指不能作为食品原料的物质。 学界对于“非食品原
料”的认识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非食品原料与食品原料是相对的，食品原料指粮食、油料、肉类、
［3］

蛋类、糖类、薯类、蔬菜类、水果、水产品、饮品、奶类等可以制造食品的基础原料

。 此观点的作者认

［4］

为，在食品制造领域，经常使用一些非食品原料，如食品添加剂、食品强化剂

。 此观点是基于上述第

一种理解。第二，非食品原料是指卫生部发布的《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所列的品种以外的工业原
［5］

料

。此概念认为我国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属于食品原料。 第二种观点是基于上述第二种理解。

在多数情况下，上述不同观点在处理案件时不会带来麻烦 ，比如三聚氰胺，这是一种具有微毒性的工业
原料，无论采用上述哪种观点，都可以得出三聚氰胺属“非食品原料 ”的结论。 但在食品添加剂是否属
于“非食品原料”的定性上，“非食品原料”本身的字面歧义导致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这种认识的不
同对定罪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容忽视。
根据《食品卫生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食品添加剂是指为改善食物的品质或色 、香、味、形，以及为
防腐和加工的需要而加入的化学合成剂或天然物质 。 目前，我国食品添加剂依照其用途进行分类，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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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为增强食品营养价值而加入的营养强化剂 ； 为保鲜加入的防腐剂、抗氧化剂； 为改善品质而加入的色
素、香料、漂白粉、增味剂、甜味剂、疏松剂等； 为便于加工而加入的消泡剂、脱膜剂、乳化剂、稳定剂等，以
及生产辅助材料如盐、碱等。食品添加剂多是人工合成物质，具有一定毒性，即使“天然物质 ”也并不等
于无毒性。因此，《食品添加剂管理办法》（ 卫生部于 2002 年 3 月 28 日颁布 ） 第十七条规定，食品添加
剂的使用必须符合《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或卫生部公告名单规定的品种及其使用范围、使用量。
在一定范围内使用一定剂量的食品添加剂对人体无害 ，但若使用不当就会给人们的健康带来危害。 如
亚硝酸盐作为肉类制品中的发色剂 ，若使用过量，会引起急性中毒，而且其亚硝酸基可以与食品中一 、二
［6］

级胺化合为一种致癌物质亚硝胺 ，长期食用会使人得癌症

。如今，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非常广泛，

人工制作的食品中绝大多数都含有食品添加剂 ，因此食品添加剂是不是“非食品原料 ”的定性显得尤其
重要，决定着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举例来说，在行为人明知过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是有毒 、有害的情况
下，为了掩盖食品腐败而大量加入色素和香料导致食物中毒的 ，应如何定罪？ 如果按照上述第二种观
点，认为食品添加剂属于食品原料，则不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只能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
全标准的食品罪。如果按照上述第一种观点，认为食品添加剂属于非食品原料，则可以构成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
2． 将“非食品原料”改为“非食用物质”，有利于缓解司法困惑。
立法者设立本罪的目的是为了突出打击生产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行为，由于有毒有害食品同
时也属于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因此必须将两罪严格区分开来。立法者在确定本罪的犯罪行为时 ，强
调了“掺入”的积极行为，同时强调了掺入的内容是“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即非食品原料和有毒有
害，希望通过这两个限制条件将本罪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区分，并且突出本罪是比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更严重的犯罪。但“非食品原料”所指不明无疑大大降低了本罪
的效用： 食品添加剂是现代食品工业的核心环节和产品 ，与绝大多数食品安全问题有关，故食品添加剂
到底是不是“非食品原料”的迥异回答严重困扰着司法人员，严重地影响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最终
认定。但“非食用物质”的意思则十分明确，顾名思义，指不能食用的物质。 食品添加剂显然不是“非食
用物质”，该提法轻易地、彻底地解决了食品添加剂到底是不是“非食品原料 ”的困扰。 所以对于那些违
反卫生法规，过量或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造成食源性危害的，不属于“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用物质 ”
［7］

的行为，只能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

实际上，将“非食品原料”修改为“非食用物质 ”也是完全与立法原意吻合的，使本罪的犯罪构成容
易判断。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重罪，立法将其设定为抽象危险犯，一经实施即可推定成立犯罪，
而不问是否造成危险或实害结果 ，除非有反证。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故意犯罪 ，主观恶性十分严重。 按现行刑法规定，在主观方面要求行
为人认识到掺入的是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明知是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而予以
销售。如果认为食品添加剂属于“非食品原料 ”，无疑加大了行为人的认知难度，也同时加大了司法人
员对行为人主观心态的判断难度 。因为通常人们会认为，既然食品添加剂是允许添加在食品中的 ，就不
应当有毒有害。退一步，即使行为人在大量加入食品添加剂时明知是有毒有害的 ，却矢口否认，司法
人员在办案中很难有充分证据证实其主观心态 ，从而可能让犯罪分子逃脱应有的惩罚 。因为不能认定
明知有毒有害的话，过失不构成该罪，不能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 又及，食品添加
剂不能划入不安全的食品范畴，也难以生产、销售不安全食品罪定罪处罚，这就意味着犯罪分子可能
逃脱处罚，轻纵犯罪。而 “非食用物质 ” 的意思则非常明确， 人们通过常识就可以判断， 行为人想
否认也很难。而且现行卫生法规也使用了 “非食用物质 ” 的提法， 并为 “非食用物质 ” 的认定提供
了具体方法，也有利于司法者掌握实施。因此，将 “非食品原料” 修改为 “非食用物质 ”， 为食品添
加剂的性质解套，不仅具有理论上的依据，更具有实践上的可操作性，有利于遏制愈演愈烈的有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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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添加剂的食品安全犯罪。
二、关于刑罚的规定及其完善
（ 一） 资格刑的缺失与完善
食品生产经营领域是非常重视安全与规范的领域 ，进入这一领域，需要许可或者资格，对于利用资
格从事犯罪的个人，适用资格刑，可以起到特殊教育预防的作用。对于利用许可从事犯罪的单位，处以
禁止其从事特定业务的资格刑，也符合刑罚的目的。我国刑法在食品安全犯罪资格刑方面的欠缺 ，没能
够彻底剥夺食品安全罪犯再犯的能力和从事食品经营的可能性 ，使得犯有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食品生
产者经营者仍能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这也是食品安全犯罪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而且，刑法中有关
食品安全资格刑的缺失，与《食品安全法 》的相关规定也不相衔接。 实践证明，具有资格刑意义的食品
安全从业者的“黑名单”制度，效果良好。
因此，我国刑罚中应当增设禁止食品安全犯罪的罪犯从事食品生产 、经营行为。对于实施食品安全
犯罪的行为人，根据犯罪情节和结果，分别处以附加不同年限的资格刑。 比如，对于构成基本的食品安
全犯罪的，可以附加 5 年以下禁止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处罚 ； 对于造成严重的食品中毒或者食源性疾病
等食品安全事故的，附加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禁止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处罚； 对于重大的造成多人死亡
或身体健康严重损害的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人 ，可以附加终身禁止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处罚 。
（ 二） 财产刑设置的缺陷与完善
1． 罚金刑应以货值金额计算，设定最低数额标准。
《食品安全法》第九章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中，一直适用“货值金额 ”进行处罚，因此，可以将“货值
金额”确定为生产伪劣产品罪的犯罪标准 ，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刑罚与《食品安全法 》的处罚相衔接，另
一方面也避免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未遂） 的不科学的说法。 而对销售伪劣产品的或既生产又销售
伪劣产品的，应定销售伪劣产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标准仍沿用“销售金额 ”。 需要说明的是，
设置的“货值金额”犯罪标准可以稍高于“销售金额 ”。对于其他的将“销售金额 ”作为罚金刑标准的罪
名，可以增加一项内容，即“产品未销售的，并处或单处货值金额的多少至多少倍罚金 ”。
罚金是刑罚的一种，只有构成犯罪才能适用罚金。在危害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 ，应当给予行
政处罚。因此，罚金的数额应当高于行政罚款，这样才能体现行为的危害性与处罚的严厉性成正比，才
能使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协调运行 ，各得其所。刑法中食品犯罪的罚金刑没有最低标准 ，只有无限额罚
金的规定，在货值金额较小的情况下，罚金的数额可能会很低。考察行政罚款的规定，《食品安全法 》第
九章法律责任中规定的最低罚款数额为 2000 元，对于违法经营的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的，处货值金额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该比例明显高于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 、第一百四十四条中无限额罚金最低罚
金为 1000 元的规定，两者相较，罚金数额极有可能低于罚款数额 ，体现不出罚金应当比罚款更加严厉的
性质。横向比较来看，我国的罚金数额也是极低的，令违法犯罪的成本过低。 美国法律规定，无论金额
大小，只要制假售假均属有罪，处以 25 万美元以上 100 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并处以 5 年以上的监禁，如
［8］

有假冒前科，罚款额可达 500 万美元

。笔者认为，食品犯罪的罚金数额也应明确最低数额，具体数额

不应低于《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最低行政罚款标准，即 2000 元。
2． 单位罚金的数额应设定限制。
刑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 “单位犯本节第一百四十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之罪的 ，对单位判处罚
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各该条的规定处罚。”该条对单位犯罪的罚
金数额未作规定，采用的是无限额罚金刑。无限额罚金刑虽然具有相当的灵活性 ，但是其缺陷也是明显
的。首先是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犯罪的法定化和刑罚的法定化 ，而无限额罚金刑
151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2 年第 2 期

由于其并未明确规定罚金的具体数额 ，从而使犯罪人可能被判处的罚金数额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况 ，因
而不符合刑罚法定化的要求。实践中，司法人员无从把握，检察院对法院不好监督，上级法院对下级法
院也不好监督。其次是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与犯罪应当相对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而无限额
罚金刑令法官很难做到罪刑均衡 ，有可能导致畸轻畸重，使罚金刑的价值不能充分体现。
笔者认为，单位犯罪中应设定单位犯罪罚金刑的限额 ，并对犯罪单位及其相关责任人员配置倍比罚
金刑。具体地说，在同一单位犯罪中，对犯罪单位配置的罚金数额应高于相关责任人员，并且犯罪单位
与相关责任人员之间的罚金数额应形成一定的比值关系 。理由是，在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单位犯罪中，犯罪收益是归单位所有，相关责任人员是为了单位的利
益实施犯罪的，尽管其自身也会获益，但相对单位而言较少，加之犯罪单位对罚金刑的感受能力和承受
能力相对比自然人强，故对犯罪单位及其相关责任人员的罚金数额理应区别对待 。 美国规定法人犯罪
的罚金数额是自然人犯罪的 10 倍，法国规定为 5 倍，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规定 ，在 5—10 倍之
间寻求一个合理的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罚金数额的倍比关系 。
3． 没收财产刑应得到重视和充分利用 。
食品犯罪是利欲熏心甚至是丧尽天良的贪利刑犯罪 ，因此，财产刑中最严厉的刑罚“没收财产刑 ”
理应也能够发挥更大的效能。
近年，恶性食品安全事件此起彼伏，但倾家荡产的商家却十分罕见，监管渎职者被严肃问责的也少
之又少。既然总是打不疼、打不死，既然笃定的收益远远大于预想的风险，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
就会发生，不闯红灯就会落后的“红灯效应”就会被放大，避免食品生产企业的“道德风险 ”也就无从谈
起。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全部 ，不仅可以破灭行为人妄图以此赚钱的梦想 ，
还可以比较彻底地剥夺其再犯能力 。而且没收财产刑的社会效应大于罚金刑，即使罚金刑的判定数额
大于犯罪分子实际拥有的财产数额 ，最后的执行结果等同于没收全部财产，但在公众看来，没收财产仍
是更严厉的处罚，是“倾家荡产 ”。 因此，没收财产刑具有更好的一般预防的社会效果。 在食品犯罪的
刑罚设置中对于结果加重犯规定“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笔者认为，这种立法模式未能突出没收财
产刑的作用，会使法官优先选择适用罚金刑，而忽视对没收财产刑的适用。对于这种造成“特别严重后
果”的食品安全犯罪的结果加重犯，没收财产是最恰如其分的财产刑，有利于消除再犯隐患，达到最好
的特殊预防效果。因此，笔者建议针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结果加重犯 ，仿照“绑架致人死亡或者故意杀害
被绑架人”的“绑架罪”的立法模式，只规定并处没收财产刑，而将罚金内容删去，或者将“没收财产 ”位
置提前，修改为“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使法官优先选择适用没收财产刑 。
三、刑事处罚是必要的，但作用是有限的
行为被作为犯罪来对待的基准在于行为所具有的社会危险性 ，在食品安全领域，这种公共危险体
现得尤为明显，在某些国家如美国、日本、英国，甚至不乏对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落实为严格
责任的范例。我国刑法中虽然没有这样的规定， 但是对于危险的要求同样是重要的处罚依据。 《刑
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把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归结为抽象危险犯。 显然， 立法者认为等到实
害结果已经发生再对行为人进行处罚不利于遏制此类犯罪 。食品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 ，为
了加强对食品安全的保障，将犯罪构成的标准前置，即提前到危险状态已经形成时成立犯罪既遂 ，也
是无可厚非的。
鉴于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刑法理论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内涵加以广义的理解十分必要 ，刑法实践对
于严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实行严刑峻法 ，甚至零容忍，同样可行。但我们必须明白，仅仅依靠刑法的严
惩并不足以起到根本的遏制作用 ，因此刑法在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中的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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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对于食品安全而言，监管与司法的加强极为必要，监管者与司法者的玩忽与串通尤其
需要防范。然而，监管与司法又是有限的。现代商业生产无处不在，很难设想每个生产处所都存在着一
个身体在场的监管者与司法警察。 每个人相互投毒式的食品生产加工仍在进行，“易粪相食 ”的经营、
生活模式也在继续，商业只需要利润的“现代圣经”已经使人们从道德责任中“解放 ”出来，或者说解脱
出来。不怕违背伦理只怕被人抓住，正在成为新的行为模式。
食品生产的确是个良心活。无论现代化的流水线，还是传统的小作坊，生产过程都可谓“天知地知
良心知”，而消费者只能“眼不见为净”。因此，一个社会如果道德滑坡，食品安全往往是重灾区； 反过来
讲，提升食品安全指数，道德重建是重要一步。“掷出窗外 ”①，则应该是每个人面对食品安全危机应有
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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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of Criminal Regulation On food Security in China
Shu Hongshui
（ The Criminal Law Science Center，the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xi’an，Shanxi 710063）
Abstract： The criminal law，as the last barrier of all kinds of law on food security，shall apply its punishment to
those acts of which great harm to food security with clear and determined regulation preventing to neglect any of
them，at the same time，the degree of punishment applied to these acts shall be commensurate with the crime
committed，even so，the criminal law shows obvious function on prevention to food security crime as well as its
limitation on it．
Key words： production，sales do not meet safety standards of food； production，sales of toxic，harmful food
crime； qualification penalty； property punishment

①

1906 年，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根据其在芝加哥一家肉食加工厂的生活体验写成了纪实小说《丛林》，美国第 26 任总统罗斯

福在吃早餐时读到该书，突然大叫一声，跳起来，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来，又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用力抛出窗外。罗斯福随后
与辛克莱见面，推动通过了《纯净食品与药品法》，并创建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前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创立，是世界
食品安全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被称为“美国食品安全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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