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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缺陷与完善
房清侠
（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摘 要： 食品安全事件的频发，
使食品安全问题再次成为我国经济生活及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难题
之一。用重典保护食品安全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检视食品安全的法理、法事，继续完善刑事立法，扩大
食品犯罪圈，
完成食品安全的行政法规与刑法的对接，
是作为保障法的刑法对食品犯罪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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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然而，近年我国食品安全形势非常严峻，正如尼科尔斯 · 福克斯所言，
“我们的身边原本充满了看不见的危险 ，但现在我们不幸看见了，而且是在餐桌上 ……”。 问题是，食品
安全问题不像一般的急性传染病那样 ，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卫生条件的改善及计划免疫工作的持久开展
［1］
而得到有效的控制。相反，却随着生产的机械化、集中化以及化学品及新技术的广泛使用而泛化 。
当国人不断发出“我们还能吃什么”的呐喊时，笔者认为，为防止“自我毁灭”所导致的生存危机，刑事法
律必须担当起保护食品安全最后防线的职责 ，即在社会转型期加大对食品安全的保护力度 、完善食品安
全保护的刑事立法，并在较长一段时期对食品安全的犯罪持高压打击状态 。
一、我国食品安全的立法现状
我国古代食品安全的规制，早在《秦律》中就对种子的保管以及农作物的每亩播种数量做出明文规
定； 《仓律》中仓库如漏雨或因其他原因管理不善，致使粮食腐烂，该主管官员要受惩罚，仓库的有关人
［2］

员共同赔偿所损失粮食

； 也就是说，在商品化初期，由于食品安全仅限在自给区域，一般仅通过声誉、

非正规管制和自我裁决就可实现对食品安全的保护 。
我国近现代食品安全的法律规制，在刑事立法方面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旧刑法阶段。1979 年
《刑法》是我国第一部刑法，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食品安全问题还没有凸显，因此，刑法对此方面几乎
没有规定。当时对实践中发生较多的勾兑毒酒的案件 ，是按照性质相似的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的 。
1997 年《刑法》从食品安全到食品卫生都作出
二是新刑法阶段。面对市场经济所导致的食品安全隐患 ，
了规定。即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 ，明确规定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用刑罚的手段取代了传统的经济制裁方
法。三是刑法修正案阶段。2011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 ） 》（ 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
八》） 对新刑法的食品犯罪立法又做了进一步修改 。总体立法取向是严密刑事法网，加大处罚力度。 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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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表现为：
《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四条将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修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罪”，较之以前的立法有以下两点变化： 一是对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未造成严重后
果的，取消了单处罚金的规定，即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 ，也必须“既打又
罚”。二是取消了限额罚金的规定。《刑法修正案八 》生效以前，本罪的罚金最高不得超过其销售额的
两倍。《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判处罚金的最高限制，旨在增加犯罪分子的犯罪成本，彻底剥夺其再次
从事违法犯罪的能力和条件。
《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五条将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做了以下修改：
取消了可以单处罚金的规定。体现了立法者对食品犯罪“刑要科、钱必罚 ”的坚定立场，提高了处罚标
准。《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拘役刑，使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起刑点升为有期徒刑。 另外，
按照《刑法》规定，只有对人身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才可以处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修正
案八》在“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后面加上了“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也就是说，对犯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没有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 ，只要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也可以判处 5 年以上有
期徒刑。取消了罚金的最高限额，对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实行无限额罚金，为从经济上加大
处罚力度提供了可操作空间。
《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九条规定，在刑法第四百零八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四百零八条之一： 负有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
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
徒刑。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由于食品犯罪的猖獗与相关职能部门的管理不力有着必然的
联系，且许多重大食品犯罪的背后，往往都潜存着国家工作人员的失职与放纵 ，此前《刑法 》是按普通渎
职罪来处理的，但这一常规做法，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不能适应现阶段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要求。《刑
法修正案八》弥补了这一缺憾，将食品安全监管的渎职，从渎职罪中单独剥离出来，增加了食品监管渎
职罪。这一新罪名的增加，既强化了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食品安全生产 、
销售、经营的监管责任，又为在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中有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监管人员追
究刑事责任提供了清晰的法律标准 。同时，这一新罪名与刑法规定的玩忽职守罪 、滥用职权罪的法定刑
相比，一般情节的，由原来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提高到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特别严重情节的，
由原来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到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以此遏制食品安全监管的
“曝光率”。
二、我国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缺陷
（ 一） 刑事立法及司法解释与《食品安全法》之间缺乏协调性
食品安全的现行刑事立法与新颁布的《食品安全法》不能全面对接，直接导致了食品安全的法律体
系不统一，影响了刑法的惩治功能。具体表现为：
1．《刑法》与《食品安全法》中的具体责任条款不对称。《食品安全法 》中所涉及的食品安全的范围
较广，在主体上涉及食品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和监管等人员，在对象上包括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
关产品、食品运输工具等。在流程上包括生产、销售、运输、储存等多个环节。 而《刑法 》规定的范围则
比较狭窄，在流程上只涉及“生产”和“销售”环节，对于食品流通过程中的包括运输 、储存等其他环节没
有规定，在主体上只规定生产、销售人员，在对象上仅规定了包括“食品 ”和少数在单行刑法中涉及的如
盐酸克仑特罗等物质，未包括绝大部分的食品添加剂以及食品相关产品 ，导致部分行为人因违反《食品
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而应承担刑事责任时，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罪刑规范。 例如： 在食品运输中，发
生运输延误且未采取有效的保鲜措施 ，导致食品变质，运输者在明知食品变质的情况下将食品交付销售
者销售，造成严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食品运输公司的行为既不是生产行为，也不是销售行为。 按照
现行《刑法》规定，不构成食品安全犯罪，但事实上这种行为也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 因此，刑事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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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或司法必须尽快弥补不能找到处罚依据的真空地带 。
2． 刑法司法解释与食品安全法律之间不衔接 。应当说，《食品安全法 》施行后，原《食品卫生法 》即

告失效，但由于最高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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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原食品卫生法实施期间发布的 ，而《食品安全法》颁行之后也没作相应的修改，从
而导致该解释与《食品安全法》脱节。
该解释第四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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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该解释确定
鉴定机构的依据是《食品卫生法》第三十六条，由于《食品卫生法 》已失效，所以该解释的依据亦不复存
在。第二个问题是，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认定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必须要求食品中“含有超标
准的有害细菌或者其他污染物”。而《食品安全法》出台后，不安全食品，不仅包括含有超标准的有害细
菌或者其他污染物的食品，还包括生产的食品中“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专供婴幼儿和其他
特定人群的主副食品”。例如： 导致大头娃娃的劣质奶粉中并不含有任何有毒、有害物质，也没有被污
染，但奶粉中蛋白质含量却严重不足 ，这同样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因此该解释还以“超标准
的有害细菌或者其他污染物”作为认定“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 ”的标准
已经滞后，不能与《食品安全法》相呼应。
（ 二） 体系排列不科学
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目前归属于刑法分则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 ，这说明此类犯罪侵害
的主要法益是国家对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秩序 ，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实际上，食品安全犯罪侵
害的法益是多层面的，既包括国家对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秩序 、市场自由竞争的秩序，还包
括不特定多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及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笔者认为，食品是满足人们日常生活最基础的
消费品，出现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时，对经济市场秩序的破坏仅仅只是一个次要的层面 ，而对公共安全的
［4］

危害则是彻底的、直接的

。因此，食品安全犯罪的多个法益中，最主要、最直接的法益，应是危害不特

定多人的生命健康权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公共安全 。从刑法分则罪名排序来看，市场经济秩序类犯罪排
在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之后，这意味着刑法对公共安全的保护力度更高 。 而食品安全这种最基础的公
共安全，不仅直接影响着不特定多人的生命 、健康，而且还影响着子孙后代乃至民族的兴衰 ，所以它应当
受到比经济秩序犯罪更有力的保护 。另外，对该罪名进行体系调整，对于严重危害公共安全，造成严重
后果的食品犯罪行为，可以适用死刑，同时也平息了学界对于经济犯罪适用死刑所产生的学术争议 。
（ 三） 刑法规范设置的缺陷
1． 罚金刑可操作性差。罚金刑在立法上虽属于从刑，但针对具有牟利目的的犯罪予以适用却具有
相当的威慑力。《刑法修正案八》对于食品安全犯罪则采取了并处罚金和无限额罚金的立法模式 ，虽然
在立法上显示了对食品犯罪上不封顶的高压状态 ，但由于没有适用罚金的上限、下限及具体计算标准，
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在通常情况下，罚金的数额总是与犯罪数额、违法所得及犯罪后果等因素相联系，
但在无限额罚金的情况下，法官判处罚金的基准是什么？ 法官如何确定具体犯罪的罚金数额？ 因为没
有了标准的标准也就失去了实际的可操作性 ，这种模糊性立法方式的回归是否科学，有待于实践的检
验。
2． 资格刑缺失。资格刑又称为名誉刑，是刑之最轻者。我国资格刑的设置刑种单一，仅有剥夺政治
权利一种，事实上，人的资格是非常广泛的，除政治资格外，还有从事特定生产经营活动的资格，从事财
［5］
物活动管理的资格，从事教育活动的资格，驾驶机动车的资格等 。 对于食品犯罪的生产、经营者，在
适用主刑的同时附加资格刑，剥夺经营资格，禁止从事某项经营活动，使刑罚的多样化与犯罪的多样化 、
犯罪人的多样化主动相适应，不失为一种理智的选择。而我国刑法到目前为止，没有增设新的资格刑，
导致法院只管判刑，而不关注行为人是否被吊销执照、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是否还有可能继续。 因此，
只有在刑法中增设新的资格刑，才能对食品安全的犯罪惩治得更统一 、更彻底、更有效。
3． 定罪标准的明确性不足。在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中，只有在“足以造成严重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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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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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中可操作性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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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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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认定为上述的
“足以”标准。而何为“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 ”，仍未作具体明确规定。 虽然，定
罪标准的模糊性从技术层面上说不可能完全清除 ，但至少我们可以以司法解释和判例指导的方式 ，将模
糊控制在较小范围内。
三、我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完善
一个好的立法不仅能唤起民众的正义情感 ，还可以引导全社会产生遏制猖獗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的共鸣。因此，刑事立法必须尽可能地完善。
（ 一） 注重与《食品安全法》的衔接
新的《食品安全法》已经改变了过去只注重监管食品安全生产、销售环节的状况，实现了对食品安
全的全程监管。对应国家食品安全管理的新体制 ，刑法仅在生产、销售环节打击食品犯罪的规定存在明
显不足，应当拓展刑法打击食品犯罪的犯罪圈 ，以立法解释或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延伸食品安全犯罪的打
击面，其主体从生产者、销售者延展到运输者、储存者，在保护的对象上延展到食品以外的食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产品、食品运输工具等。如食品运输者由于其运输工具的原因导致食品污染 ，造成食源性疾病
的，也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已经滞后的司法解释也应予以及时更新 ，以保证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统
［6］
一性 。
（ 二） 严密食品安全的法网
1． 取消“危险犯”的立法方式。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应由危险犯改为行为犯［7］。
如前文所述，取消“足以造成……”，避免了立法模糊带来的困惑，在不安全食品泛滥的时期，将本罪规
定为行为犯，即只要具有符合法定条件的生产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 ，便可追究刑事责任，
如出现严重后果则加重其法定刑 。笔者认为，这一严格且易于操作的立法方式和《刑法修正案八 》中的
飙车、醉驾的立法相比，食品安全的严格立法更具有深远意义 。
2． 增加不作为类型的犯罪。《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规定了一系列的作为义务 ，其中比较
重要的是生产经营者对不安全食品的召回义务 。但如果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这一义务，从而导致严重
食品安全事故的，刑法无明确规制。 虽然早在 2007 年国家质检总局就颁布了《食品召回管理规定 》，
《食品安全法》也明确规定了食品召回制度，但由于这些法律规定位阶较低，食品召回制度依旧得不到
应有的重视。如果将不履行该义务、拒不召回不安全食品的行为予以犯罪化，除了可以促使食品生产
者、经营者在发现不安全食品后积极防止 、减少危害结果的发生外，还可以对一些后来发现所生产的食
品具有危害性，但却难以证明生产者具有主观过错 ，而且也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进行有效的刑法规制。
理由很简单，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命健康 ，食品的安全要求，永远都是食品生产者、经营者
不能触及的高压线。
3． 增加食品安全犯罪的过失类型。在我国，绝大多数食品安全事件是由于不法生产经营者为谋取
暴利而人为造成的。因此故意犯罪占较大的比例。而德、日等发达国家所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 ，大多则
认定为过失犯罪。当然这与发达国家较高的食品安全诚信理念密切相关 。 但这些事实在提醒我们，应
关注由过失行为引起的食品安全事故 。例如： 由于设备的状况和食品自身的性质而可能存在食品变质
或者被细菌污染等安全隐患时，生产经营者必须进行抽样检测，如果因怠于履行该义务而导致事故发生
［8］
的，就当然要承担过失责任 。因此，必须改变食品安全犯罪只惩罚故意犯罪的思维定势 。 目前在我
国食品安全的法网中，除了食品监管渎职罪这一过失犯罪之外 ，对重大过失导致的严重食品安全事件，

只能间接适用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罪 。如果食品犯罪的主观罪过可以扩展到过失，或者增加过失犯罪的
罪名，那么，我们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将更加全面 、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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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调整罚金刑
1． 确定食品犯罪罚金刑的基准。《刑法修正案八》规定食品安全犯罪必须并处罚金，但这一具有宣
示意义的条文在具体适用中没有基准 。对此，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应当根据不同食品种类 ，不同区域消
费水平，不同生产、销售金额，以及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制定不同的罚金标准，以保证刑罚适用的可操
作性。另外，和其他犯罪相比，高起点地设定食品犯罪罚金的最低标准，以保证罚金数额不能低于《食
品安全法》规定的行政罚款额度，以保证刑罚和行政处罚的位阶层次 。
2． 加重单位犯罪罚金刑的力度。在我国，对于一般单位犯罪实行双罚制，将法人的罚金刑和从业者
的刑事责任加以连动，导致罚金刑对于法人的惩罚力度较轻 。如果借鉴西方国家对于食品质量安全事
件的重罚制，即对那些蓄意破坏食品安全，后果严重的单位，应立即停业待查、支付高额罚金，直至破产，
那么，我国的单位食品安全在高压下，必由开始的被迫服从慢慢转变为习惯性遵守 。
（ 四） 增设资格刑
在我国，食品犯罪资格刑适用率极低，究其原因主要是无匹配的资格刑 ，因此，笔者认为应当有针对
性地增设新的资格刑。
1． 针对单位犯罪增设新的资格刑。我国现行刑法对单位犯罪的刑罚仅规定为罚金刑，没有不同的
刑罚方法可供选择。笔者认为，单位作为一定的业务或经营主体往往是利用其一定的权利或资格从事
犯罪活动的。对此，有针对性地增设资格刑，以与罚金刑之间实现并科或者选科，是一个简单而有效的
方法。单位犯罪的资格刑，可根据单位犯罪的性质、情节严重程度，配置以下几种： 限制从事业务活动；
［9］
停业整顿； 强制撤销 。
2． 增设剥夺从事特定职业的资格。这里所说的职业，是指一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
来源的工作，它既包括在某个机构中所从事的某种专业工作 ，也包括个人所从事的某项营业活动 。所谓
“剥夺从事特定职业”是指有期或无期地禁止某个犯罪人从事某专业或某项活动［10］。具体的做法是： 刑
法总则关于资格刑的规定中，增设禁止或限制从事特定职业或活动为内容的资格刑 。在分则中，在食品
等经济犯罪的具体条款中，增设附加适用禁止从事特定职业或活动的内容 。笔者认为，该刑种所适用的
对象必须与食品安全犯罪的主体具有对称性 。
3． 创立资格刑分立制。在教育刑论和刑罚个别化思想的影响下 ，各国在惩罚食品安全犯罪时都很
重视从外部条件上剥夺、限制犯罪人再犯的能力，即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在从事职务活动过程中实
施犯罪的人，判处剥夺担任特定职务的资格。 但是，由于我国《刑法 》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这一资格刑
中包含剥夺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 ，担任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领导的权利的规定，如果再
单独设立类似资格刑会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 。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创制资格刑的可分制。
在我国，剥夺政治权利一经判处就意味着完全剥夺刑法第五十四条所列举的四项权利 ，这既可能
导致刑罚过剩，又使资格刑的适用缺乏针对性。如果实行资格刑分立制，将资格刑所要剥夺的各项权
利分别规定、单独适用，且对不同的资格刑规定不同的适用条件 ，这样，法官可以根据犯罪人的不同
情况，灵活选用，剥夺罪犯的一项或多项资格或权利 。至于具体剥夺何种权利，则应根据其具体滥用
了何种职务或与何种职务密切相关来确定 ，一般应当以与犯罪分子所借以实施犯罪之职务 、活动性质
相当为标准。
结

语

11 月刚刚结束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强调 ： 研究修改刑法，降低侵权和假冒伪劣行
据新华社报道，
，
为的刑事责任门槛 加大刑事处罚力度，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 这是继《刑法修正案八 》施行短短半年
之后，国家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再次回眸 。需求的逻辑决定刑罚的高度，刑法的再次修改，正是对遏制现
存食品安全犯罪和打击不法商人的最迫切需求的强力回应 。食品安全犯罪的持续重典，在轻刑化大潮
中已毫无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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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fects of Protection of Food Safety in Criminal
Law and the Perfection of It
Fang Qingxia
（ Law School，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Henan 450002）
Abstract： Frequent accidents concerning food safety makes it a major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 in China． It
has become the social consensus that food safety has to be protected with powerful laws． All the following are
the rational choices for the criminal law as the protective law to fight against crimes on food safety： supervising
food safety with legal theories and actions，improving criminal legislations continually，expanding crime ranges，
completing the link between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and criminal law．
Key words： food safety； criminal law protection；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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