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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生活节奏的

逐渐加快袁 人们的饮食习惯和用餐模式正逐步发

生变化遥 预包装冷藏膳食因其新鲜尧健康尧方便和

快捷等特点袁 越来越受到广大消费者尤其是工薪

阶层的青睐袁也日益成为铁路尧航空快餐供应的主

要形式袁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遥预包装冷藏膳食是

以谷物尧豆类尧薯类尧畜禽肉尧蛋类尧水产品尧果蔬尧
食用菌等或其制品中的一种或数种为主要原料

渊可配以馅料/辅料冤袁热加工后 2 h 内中心温度降

至 10益及以下袁或以不需要热加工的尧中心温度

控制在 10益以下的即食食品为原料袁添加或不添

加以上热加工降温后的食品袁 并在该中心温度下

包装袁在 0益耀10益范围内贮存尧运输和销售的即

食预包装食品[1]遥
预包装冷藏膳食作为近几年出现的新兴产

物袁 目前国家尚未出台相关的生产许可审查细则

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袁不过有些省渊市冤已先行先

试制定了相关的管理规范遥 本文首先介绍了预包

装冷藏膳食生产经营卫生规范相关标准及制度的

现状袁阐述了现行标准及制度存在的问题袁并且针

对标准应遵循的协调性尧 一致性和易用性原则提

出建议袁 旨在规范预包装冷藏膳食食品生产经营

企业行为袁引导预包装冷藏膳食行业健康发展袁为
监管部门提供审查审批和执法参考遥

预包装冷藏膳食生产经营卫生

规范相关标准及制度的现状
上海和广东是国内最早一批制定预包装冷藏

膳食生产经营卫生规范的省渊市冤袁其中上海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和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早在 2014
年就制定了地方标准 DB 31/2025叶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 预包装冷藏膳食曳尧DB 31/2026叶食品安全地

方标准 预包装冷藏膳食生产经营卫生规范曳渊以
下简称 DB 31/2026冤及叶上海市预包装冷藏膳食

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曳袁并在 2021 年进行了修订遥 广

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 2017 年制定了

DBS 44/007要2017叶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预包装冷

藏尧冷冻膳食曳尧DBS 44/008要2017叶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 预包装冷藏尧 冷冻膳食生产经营卫生规范曳
渊以下简称 DBS 44/008要2017冤遥 另外袁叶北京市冷

链即食食品生产审查实施细则渊2015 版冤曳叶成都市

冷链食品生产许可审查方案曳叶河南省预包装冷藏

膳食食品生产许可审查方案渊试行冤曳和叶天津冷链

即食食品生产许可审查规范曳也相继发布实施遥
预包装冷藏膳食生产经营卫生

规范相关标准及制度存在的问题
现行的预包装冷藏膳食相关标准和管理制度

都是省级层面的袁 对引领预包装冷藏膳食的生产

经营规范化尧 形成全国可复制的模板起着极其重

要的作用遥但是袁这些标准和管理制度还存在以下

问题遥
1.内容的协调性有待强化

重复的内容没有进行整合或采用本文件自我

引用条款方式[2]袁如 DB 31/2026尧DBS 44/008 中分

别有多达 11 处尧17 处引用 GB 14881 渊即 GB
14881要2013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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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规范曳袁 下同 冤袁6 处引用 GB 31621 渊即 GB
31621要2014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

生规范曳袁 下同冤尧GB 31605 渊即 GB 31605要2020
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冷链物流卫生规范曳袁下
同冤遥 另外袁DB 31/2026 中的 7.1.2 条款和 8.5.6 条

款均提出包装材料应野清洁尧无毒且符合国家食品

安全标准或要求 [3]冶及野特定条件下不影响食品的

安全[4]冶袁多个条款重复描述工器具清毒及使用后

的清洗要求遥 除此之外袁存在相应要素不能做到各

司其职袁各就各位 [5]的现象袁如 DB 31/2026 关于

野设独立的包装间冶野包装间设计冶野分别设置人员尧
物料尧周转箱尧成品通道[6]冶都是关于厂房布局的内

容袁 却在设备设施相关章节规定曰 关于成品的贮

存尧 运输和销售作为完整的冷链物流过程却被割

裂成不同章节进行规定遥
2.与国家强制性标准的一致性有待提高

纵观现行的预包装冷藏膳食相关标准和管理

制度袁 或多或少存在与国家强制性标准不一致的

现象袁如下表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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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准的可操作性有待完善

监控方法是实施监控的依据袁 是确保监控数

据质量的重要因素遥 一个项目的监控往往有多种

可供选择的方法袁由于方法的原理不同袁干扰因素

也不同袁甚至结果的表示含义也不尽相同袁而且这

些监控方法的精度不同袁 对仪器和操作的要求也

不同遥 现行的预包装冷藏膳食相关标准和管理制

度不同程度存在操作性有待完善的现象袁 如 DB
31/2026 虽规定了监控指标袁 却未规定监控方法曰
DBS 44/008 及叶河南省预包装冷藏膳食食品生产

许可审查方案曳规定的监控方法不齐全等遥

现行预包装冷藏膳食相关标准和管理制度与国家标准强制性标准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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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研制建议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袁 笔者从标准编制应遵

循的三大原则院协调性尧一致性和易用性出发袁对
标准研制内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遥

1.避免内容冗余袁确保标准的协调性

食品生产企业通用生产经营卫生规范都应符

合 GB 14881尧GB 31605尧GB 31621 的规定袁如果对

食品生产经营不同的过程中的要求分散进行表

述袁 标准文件会显得很冗余遥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

出袁现行的一些标准或规范存在很多冗余的现象遥
协调性的涵义之一是应将散落在不同条款的内容

尽可能集中一起表述袁 避免不同条款针对相同内

容进行规定而产生的不协调[13]遥 如在叶预包装冷藏

膳食生产经营卫生规范曳的标准框架设计方面袁应
增加通用要求袁规定生产经营适用的所有特性袁即
生产过程渊包括厂房和车间尧设施与设备尧食品原

料尧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尧生产过程尧成品

贮存尧产品追溯和召回尧培训尧管理制度和人员尧记
录和文件管理的通用要求等冤应符合 GB 14881 的

相应规定袁食品冷链物流过程应符合 GB 31605 的

相关规定袁销售环节的经营活动应符合 GB 31621
的相关规定等袁作为兜底条款袁明确应符合食品生

产经营过程的通用要求袁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避

免文件的重复遥
协调性原则的第二层涵义是避免反复重复造

成的文件内容不协调尧 文件篇幅过大甚至抄录错

误等[14]遥如对于场所消毒尧工器具清洗消毒尧个人卫

生防护等很多区域都会重复操作的步骤袁 可采用

引用文件自身其他条款中内容的方式进行描述袁
规定文件的使用者遵守或参考文件中的相关内

容遥
2.符合现行标准袁确保标准的一致性

一致性原则的第一层涵义是起草的标准文件

应符合基础标准和领域内通用标准的有关条款[15]遥
如在术语和定义中袁野预包装冷藏膳食冶 作为一种

食品新业态袁 为了使未参加标准编制的专业人员

理解该专有名词袁应对其准确定义袁明确规定其原

辅料尧生产工艺尧关键工艺参数袁除此之外其他的

术语在不同的国家标准已有相关的定义袁 如 GB
14881 对 野食品加工人员冶野接触表面冶野分离冶野分
隔冶野食品加工场所冶野监控冶袁GB 31605 对 野食品冷

链物流冶袁GB 23790渊即 GB 23790要2010叶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粉状婴幼儿配方食品良好生产规范曳袁下
同冤尧GB 29923渊即 GB 29923要2013叶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企业良好生产规范曳袁
下同冤等对野清洁作业区冶野准清洁作业区冶野一般作

业区冶都进行了准确的定义袁这些术语和定义同样

适用于预包装冷藏膳食生产经营活动遥 为了保持

与这些国家标准的一致袁 标准中只须说明野GB
14881尧GB 31605尧GB 23790渊或 GB 29923冤规定的

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冶即可遥
一致性原则的另一层涵义是文件应符合现行

最新的标准尧法律法规尧规章制度的规定遥 如在人

员管理方面袁应参照 2022 年 9 月 22 日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令第 60 号发布的叶企业落实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曳袁明确应配备野食品安全

总监尧食品安全员冶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曰在管理

制度方面袁野应建立基于食品安全风险防控的动态

管理机制袁结合企业实际袁落实自查要求袁制定食

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冶袁建立野日管控尧周排查尧月
调度工作制度和机制冶[16]等遥

3.明确相关要求袁确保标准的易用性

标准编制应指示清晰尧明确尧具体尧容易操作

或履行袁使之具有可操作性[17]遥 易用性的一层涵义

是在文件的内容上袁 标题应与表述内容尽可能保

持一致袁标准的结构协调尧紧凑尧合理遥 如预包装冷

藏膳食的供水设施有别于通用食品供水设施袁应
增加野供水设施冶条款袁在该条款下集中规定涵盖

水处理系统尧二次供水设施尧水冷工艺接触食品的

水尧即食蔬果类消毒水温的相关要求袁使标准的使

用者能一目了然地了解供水设施的所有要求曰再
如对于清洁消毒设备袁应同时涵盖空间消毒尧工器

具清洗消毒和个人卫生消毒设施和设备曰 又如厂

房布局方面袁应在该条款下规定野应设独立的热加

工车间尧冷却间尧内包装车间尧工器具清洗消毒间尧
工器具保洁存放间渊柜冤袁其面积比例应相互协调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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