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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严格农产品生产源头安全性评价与管控的思考
金发忠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 北京 100125）

摘

要： 农产品生产源头性的质量安全管控是生产过程管控的基础和终端农产品消费安全的首要关口 ， 是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最重要的环节和切入点。 本文深入分析了农产品产地环境的水、 土、 气， 农业投入品和农业生产技术等 5 个方面农产
品生产的前置要素对农产品生产生态安全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构成的威胁及存在的隐患 ， 提出了当前严格农产品生产源头安全
性评价与管控急需构建的制度和开展的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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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质量安全是一门新兴学科、 新兴领域和

但也必须清楚地看到， 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仍

新 兴 事 业 ， 起 步 于 20 世 纪 90 年 代 初 的 高 产 、 优

然存在不少的风险隐患和制约因子。 特别是十八大

质、 高效农业， 全面发展于 21 世纪初的农业战略

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为

性结构调整、 中国入世和食品安全问题的集中暴

农业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指明了发展方向， 提出了更

露， 重要标志是 2001 年 4 月 26 日农业部受国务院

高的要求。 就农产品而言， 不仅要数量充足， 品种

委托， 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实施了 “无公害食品行动

结构平衡， 而且必须确保质量安全； 就质量安全而

计划”， 力图通过 8～10 年的努力， 基本实现农产

言， 不仅农药、 兽药残留要符合标准规定， 而且影

品无公害生产和公众放心消费。 经过 10 多年的政

响公众膳食安全的重金属、 外源添加物、 病原微生

府推动、 生产自律、 消费推进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合

物、 生物毒素等也必须符合保障人体生命健康的要

力支持， 占我国公众日 常 膳 食 结 构 70％ 以 上 的 农

求， 同时农产品必须符合人们消费对优质、 营养、

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有了跨越式的提升， 农产品质量

健康的新需求。 针对当前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安全监管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因食用农产品

基础和未来农产品质量安全发展需要， 在农产品质

导致的食物中毒事件得到有效遏制， 农产品出口因

量安全事业推进过程中， 农产品生产源头性的污染

质量安全问题引发的贸易纠纷、 退货、 索赔案例大

问题必须采取创新和跨越的方式， 尽快加以攻克和

幅下降， 公众质量安全意识和健康维权意识快速提

化解， 以确保农产品生产生态安全、 实物质量安全

高， 全民共同关心、 支持和推动食品安全水平提升

水平不断提升和公众食物营养健康保障能力不断提

的社会氛围基本构建和形成。 据农业部监测， 近 3

高。

年的全国蔬菜、 畜产品、 水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

农产品生产源头性的质量安全管控， 是生产过

合格率稳定保持在 96％ 以上， 2012 年蔬菜、 畜产

程管控的基础和终端农产品消费安全的第一道关

品、 水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分别达到

口， 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最重要的环节和切入

97.9％、 99.7％和 96.9％。 从全国各行各业各类产品

点。 农产品是生物体， 离不开独需的生态环境和立

质量安全国家监督抽检合格率看， 农产品质量安全

地条件。 没有符合规范要求的立地条件和安全的生

合格率稳定处于高位状态； 从消费角度看， 农产品

产环境， 生产出来的产品就难以实现安全和优质。

质量可靠、 安全有保障； 从总的趋势看， 农产品质

就大多数食用农产品而言， 生产源头或生产的前置

量安全保持 “稳中有升、 不断向好” 的发展态势。

条件包括水、 土、 气和农业再生产必须的投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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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种源、 肥料、 农药、 农膜、 兽药、 饲料、 农机等

土、 气和必须的农业投入品 （种子种苗、 肥料、 农

要素。 严格意义上讲， 这些前置生产要素都直接或

药、 农膜、 兽药、 饲料、 农机等） 进行严格的安全

间接地影响或构成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隐患。 然

性评价和准入管控。 从生产源头治理农产品质量安

而， 现行的法律法规、 现实的生产管理和现有的执

全的发展趋势看， 建立和强化农产品生产源头性的

法监督又都普遍缺乏对农产品生产源头性的水、

安全评价与监管， 刻不容缓。

一、 抓紧建立农产品生产用水的安全评价与使用准入制度
无论是天然的地表地下水还是工业净化后的灌

有毒有害物质。 农业生产用水和用作肥料的固体废

溉养殖用水， 都应当依法建立使用准入评价制度，

物， 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但问题的关键是，

由符合资质的县级以上农产品质检机构、 农业环境

目前关于农业生产用水的质量安全管控措施基本上

监测技术机构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

处于空白。 为此， 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特别

（实验站） 进行定期抽检和定位监测， 只有重金属、

是所属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和产地环境监管机

农兽药残留、 持久性污染物和病原微生物等影响终

构， 必须尽快依照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和 《农产

端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指标符合农用标准和要求的

品产地安全管理办法》 规定和要求， 抓紧建立农业

水， 才能允许用于种植浇灌、 畜禽饲喂和水产养殖

生产用水质量安全标准体系， 尽快启动农业生产用

与产地清洗等农产品生产领域， 这在 《中华人民共

水的评价与使用准入管理制度， 定期对农业生产用

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和 《农产品产地安全管理

水的质量安全状况进行定点监测和监督抽查， 确保

办法》 中都有明确的要求。《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第

对农业生产用水的安全性做到心中有数， 从农业生

十八条规定， 禁止违反法律、 法规的规定向农产品

产用水安全入手保障农业生产的安全和农产品质量

产地排放或者倾倒废水、 废气、 固体废物或者其他

的安全。

二、 着手构建农产品生产用地安全性定期评估制度
土壤是蔬菜、 水果、 茶叶等农作物种植， 畜禽

是确保农业生产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现实需

饲料栽培和畜禽水产养殖的基本条件， 安全的土壤

要。 要通过对农产品生产用地安全性的定期评估，

是生产出安全农产品的最重要保障。 从大量的土壤

及时指导农产品生产者科学调整适宜种植、 养殖的

监测数据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危害要素分析得知， 土

食用农产品品种。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所属的农

壤中的重金属、 农兽药残留、 工业性的化学污染物

业部门 （包括畜牧、 渔业、 农垦等涉农部门）， 必

和病原微生物等， 是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最直接

须尽快建立食用农产品种植、 养殖用地安全评价与

诱因。《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和 《农产品产地安全管

分级、 分类制度， 充分依托县级以上农产品质检机

理办法》 中明确规定， 禁止在有毒有害物质超过规

构、 农业环境监测技术机构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定标准的区域生产、 捕捞、 采集食用农产品和建立

评估实验室 （实验站）， 对本地域、 本行业的农业

农产品生产基地， 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

生产用地进行定位监测和综合评定， 并依据不同类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

型的农产品对土壤中污染物的吸收、 吸附、 富集、

求， 根据农产品品种特性和生产区域大气、 土壤、

迁移、 转化、 消减规律， 及时、 科学、 合理地划定

水体中有毒有害物质状况等因素， 提出禁止生产的

各类食用农产品的安全种植、 养殖区域， 对影响农

区域， 采取措施， 加强农产品基地建设， 改善农产

产品食用安全的种植、 养殖产地， 依法实施管控，

品的生产条件。 对农产品产地特别是食用农产品产

从生产的土壤源头严把农产品质量安全关。

地实施安全性评价， 既是法律法规的强制要求， 也

三、 探索开展农产品产地环境空气质量安全监测与净化工作
农产品生产是一个高度依赖空气环境生长的新

长对空气环境因子有非常苛刻的自我优化选择的对

陈代谢和营养物质积累的动态过程。 虽然农产品生

应因子和生物学机理， 对生长的非必需因子具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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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自我排异和拮抗功能， 但从农产品监测发现，

害物质状况等因素， 认为不适宜特定农产品生产

一些存在于农产品产地空气中的有毒有害物质， 动

的， 提出禁止生产的区域， 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

植物和微生物在与其长时间的接触或笼罩环绕下，

公布。 禁止在有毒有害物质超过规定标准的区域生

产地空气中的有毒有害物质有不同程度地渗透进入

产、 捕捞、 采集食用农产品和建立农产品生产基

到农产品的生长代谢过程和动植物机体的现象， 并

地。 禁止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农产品产地排放或

且难以确保在收获、 屠宰、 捕捞前完全代谢、 消解

者倾倒废水、 废气、 固体废物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

和排除干净。 特别是对一些排烟、 扬尘含有危害因

质。 农产品生产者应当合理使用化肥、 农药、 兽

子的工矿区周边农产品产地和相对封闭的设施种植

药、 农用薄膜等化工产品， 防止对农产品产地造成

养殖大棚， 其空气环境的危害因子和对农产品质量

污染。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明确规

安全的影响， 应当着手抓紧开展研究， 积极探究其

定， 严格限制向大气排放含有毒物质的废气和粉

危害的途径及影响的程度。 从国内外的科学研究和

尘； 确需排放的， 必须经过净化处理， 不超过规定

现实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成因看， 农产品生长环

的排放标准。 向大气排放含放射性物质的气体和气

境的空气污染物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已成为公

溶胶， 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放射性防护的规定， 不得

众关注的重要领域和方面， 急迫需要抓紧建立和启

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 从两部法律的规定看， 对向

动农产品生产环境的空气质量安全监测与净化制

大气排放有毒有害气体和农产品产地环境的空气质

度， 依托县级以上农产品质检机构、 农业环境监测

量都有明确的规定， 但在现实的农产品生产管理

技术机构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 （实验

中， 却缺乏对农产品生产环节的空气质量进行评价

站） 实施定位监测和综合评定， 同时根据不同类型

和管控。 一些农产品产地的空气污染物家底不清，

的农产品对产地空气环境中污染物的吸收、 吸附、

背景值不明，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不受控， 在

富集、 迁移、 转化、 消减规律， 及时、 科学、 合理

很大程度上讲， 在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处于空白， 也

划定各类食用农产品的安全种植、 养殖区域， 确保

疏于关注和监管， 隐患严重， 亟待加强。 需尽快建

农产品特别是食用农产品生长的空气环境洁净， 农

立起农产品生产环境的空气质量安全监测与净化制

产品质量安全可靠、 放心。

度， 抓紧对一些排烟、 扬尘、 有毒有害气体排放的

在这方面，《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和 《大气污染

工矿区周边的农产品产地环境空气质量和相对封闭

防治法》 都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农产品质量安全

的设施种植养殖大棚空气质量进行危害因子风险评

法》 明确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

估、 检验监测和预警管控， 确保农产品特别是食用

管部门按照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 根据农产

农产品生产环节的空气质量符合保障农产品质量安

品品种特性和生产区域大气、 土壤、 水体中有毒有

全的要求。

四、 完善和强化农业投入品安全评价制度
农业投入品， 是农产品生产最重要的、 不可或

等， 但上市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状况仍不尽如人意，

缺的物质保障。 现代农业生产条件下， 没有肥料、

个别禁限用农兽药还存在禁而不死、 限而不灭的问

农药、 农膜、 兽药、 饲料、 农用添加剂、 农产品防

题， 允许使用的农业投入品导致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腐保鲜剂、 农产品包装材料和农业机械等农业生产

风险隐患在加剧， 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对一些农业投

资料， 农业的再生产和农产品的正常生产就难以为

入品长期以来大多只关注使用的有效性和适应性，

继， 无法实现。 而这些必须的农业投入品的大量使

缺乏对其使用后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评价和鉴

用， 又直接给农产品质量安全带来风险隐患和健康

定， 更没有严格、 全要素的安全准入制度和考核评

危害， 并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 焦点和农产品质量

价机制。 现行的法律法规也只对农药、 兽药及饲料

安全监管的重点与难点。 回顾最近十多年农产品质

与饲料添加剂的使用安全性有一些评价， 至于对农

量安全监管的历程， 我们解决的重中之重最主要的

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评价和管控很不全面和完整，

还是这些农业投入品在使用过程中产生或造成的污

缺乏全过程的跟踪评定和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专

染和危害。 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和执法上， 各级

项鉴定， 肥料、 农膜、 农用添加剂、 农产品防腐保

农业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的监管措施， 如农兽药的禁

鲜剂、 农产品包装材料和农业机械等农业投入品对

限用、 例行监测、 监督抽查、 产品认证、 专项整治

农产品生产生态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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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大多属于空白， 由此导致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产品防腐保鲜剂、 农产品包装材料和农业机械等农

隐患不容忽视， 这些年因施肥导致的重金属、 病原

业投入品对农产品生产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

微生物和违禁物质添加污染问题时有发生， 值得高

响直接而日趋严重， 急需抓紧建立和完善肥料、 农

度重视。 农产品储藏保鲜过程中的防腐保鲜剂、 添

膜、 农用添加剂、 农产品防腐保鲜剂、 农产品包装

加剂使用目前缺乏最基本的约束和管控， 农膜、 农

材料和农业机械等农业投入品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

产品包装材料和农业机械及农机作业对农产品质量

影响评价机制和评价制度， 在确保农业投入品满足

安全的影响评价严重缺失。 大量的农产品质量安全

农产品生产需要的同时， 能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事件和问题反映出， 肥料、 农膜、 农用添加剂、 农

农业生态环境安全和动植物本身的安全。

五、 尽快建立农业生产技术的安全评价制度
农业生产技术， 特别是贯通农产品生产全程的

投入品安全使用、 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 农田水

组合技术或生产技术模式， 是确保农产品高产、 优

利、 农村供排水、 土壤改良与水土保持技术， 农业

质、 高效的重要措施。 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 农业

机械化、 农用航空、 农业气象和农业信息技术， 农

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农业生产物化技术的多样化， 农

业防灾减灾、 农业资源与农业生态安全和农村能源

业生产技术在组装、 集成、 推广、 应用的过程中，

开发利用技术等农业技术。 加强农业生产技术的安

面临诸多的经济、 环境问题和因农业技术使用不当

全性评价， 已成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源头管控的当务

导致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 需引起高度重

之急和法定要求。

视。 过去对农业生产技术评价的重点主要在是否有

应当说， 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生产源头性因

利于增产、 好用、 管用、 省时、 省力和节约生产成

子很多， 除了产地环境的水土气、 农业投入品和农

本等方面， 很少关注农业生产技术使用后的安全风

业生产技术外， 还包括最重要的投入要素即农产品

险， 包括对农产品质量的安全风险、 对环境和动植

生产者的安全管控技能提高， 特别是安全生产意识

物本身的安全风险。 而现实的情况是， 过去极力主

的培养、 法制观念的树立和安全优质生产技术的培

推的一些高产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高科技、 农用新

训、 掌握和应用。 把好农产品生产源头性的安全评

产品， 在大范围推广应用过程中， 对农产品质量安

价和管控，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保农产品生产

全、 对动植物本身和农业生态环境形成了巨大的、

安全、 产品安全、 消费安全最为紧迫的任务。

潜在的风险隐患， 农产品和农产品产地环境中普遍
存在农兽药残留 “鸡尾酒” 现象、 农业投入品产生
的重金属富集和产地环节水土气富营养化等问题，
直接威胁和影响到了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 急需加
强监管， 着手建立农业生产技术的安全性评价与跟
踪评定制度， 尤其是要对食用农产品生产技术或生
产技术模式进行安全性评价， 这也是新修订的 《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 对农业生产技术安
全 性 评 价 的 法 制 要 求 。 新 修 订 的 《农 业 技 术 推 广
法》 明确规定， 向农业劳动者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推广的农业技术， 必须在推广地区经过试验证明具
有先进性、 适用性和安全性； 向农业劳动者、 农业
生产经营组织推广未经试验证明具有先进性、 适用
性或者安全性的农业技术， 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农业技术推广法》 调整和约束的农业技
术， 范围很广， 贯通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全环
节， 包括良种繁育、 栽培、 肥料施用和养殖技术，
植物病虫害、 动物疫病和其他有害生物防治技术，
农产品收获、 加工、 包装、 贮藏、 运输技术， 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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