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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中日灾难事件对食品安全的影响及应对的比较研究
王殿华1・付明月2
摘要
日本是一个灾害多发国家，以福岛发生的核泄露事件为例，给食品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
胁和灾难；中国近年来也多次发生自然灾害事件，以汶川地震事件为例，给中国的食品安全
带来严重的影响．在应对灾难事件时，中日两国的救灾体制不同，在预警应急的反应机制、
民间组织的参与机制等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中国救灾体制的建设在坚持自身优势的同时，
也应积极借鉴日本在灾后的风险评估、风险沟通和风险管理方面所采取的预警应急反应机制．
关键词: 中日比较；食品安全；应急体系；预警机制
Ⅰ. 中日灾难事件对食品安全的影响比较

径范围为禁区；（2）不允许居民在辐射剂量预
计将超过 20 毫西弗的地区居住．（3）建议撤

1. 日本福岛核灾难造成的影响

离的特殊地点．在核事故发生两年后，仍有 15

（1）
日本福岛核灾难导致的最直接影响是辐射

万福岛居民流离失所．[4]由于害怕家里有健康

效应

风险，缺乏基本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并且在延

其一，辐射效应造成了严重的土壤污染和

迟去污过程中，就业机会减少等，大多数人尤

水污染．灾难发生后，根据日本有关部门的报

其是年轻人一直不愿意回到家中．
更重要的是，

告，长寿命放射性铯-137（半衰期 30 年）污染

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福岛县的总人口因为核

了 30，000 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并且发现其

事故向外迁移而有所减少（图 1）．灾难对于

中约 11，700 平方公里有超过日本标准的年暴

农场和农户的负面影响也是相当明显的，许多

露率 1 毫西弗(辐射剂量的基本单位之一，

农民不想回到自己的土地．调查显示，仅有

1mSv=0.001Sv)的辐射水平． 据专家对土壤样

25％的农民愿意耕种自己的土地，而高达 50％

品的研究，
福岛社区 30 公里以上半径范围内的

的农民不愿回福岛的土地耕种．

[1]

辐射超过了正常水平的 400 倍，周围很多地区
的植物辐射检测也高于正常水平．截至 2011
年 5 月，大多数县的环境放射性水平仍高于核
事故前，东京水源的辐射水平已升至 170，000
贝可/公斤．[2]距离核电厂 20-30 公里的村庄稻
田的辐射水平高达 15，031 贝可/千克，62％以
上的受影响农田仍不能恢复耕作．[3]
其二，辐射效应使附近农业从业人员的数
量减少．自 2011 年 3 月 12 日，当局已划出了
800 平方公里的禁区．目前受影响的区域被分

图 1.福岛县内移民、外移民和人口净损失数量

为以下几类：（1）福岛第一核电站 20 公里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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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农场生产量明显下降，
而生产成本却显著

来源：日本内务和通信部统计

增加．

其三，辐射效应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农业和
食品污染．受直接辐射暴露，微尘通过风和雨
传播放射性元素，通过土壤、水和饲料作物被
牲畜吸收和扩散输入，因此，种植业、畜牧业
和农产食品都受到放射性核元素的大规模污
染．2011 年 3 月 19 日，日本卫生部、劳动部
和福利部宣布，在福岛地区生产的牛奶和茨城
县某些蔬菜中，检测出的辐射水平已超出法定
上限，菠菜、牛奶、油菜、卷心菜和所有芸苔
属植物（如花椰菜）等均受到影响．此外，野
生蘑菇、荞麦面、鱼类和贝类都被发现含有超
过日本原子工业讨论会（JAIF）法律限制的污
染物．
（2）
日本福岛核灾难导致的间接影响是健康效

图2. 日本农业，林业和渔业出口变动（百万日元）

应

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年鉴

灾难发生后，农民、牲畜、其他家畜和野
生动物在身体健康方面和心里健康方面均受到
影响．大量的放射性铯污染着水、土壤、植物、
动物、食品等，而日常摄入含有较少放射性铯污
染的食品，就能导致心脏、内分泌组织、肾脏、
小肠、胰腺、脾脏和肝脏的疾病．与此同时，福
岛核灾难对农民、牲畜的心里健康也造成严重
影响，已经撤离的人们大都患有抑郁症或其他
精神健康类疾病．[5]
（3）福岛核灾难的经济影响——对食品市场
和消费行为产生的影响
其一，食品市场的生产成本增加，生产
量下降．由于受到辐射效应的影响，农业食品
链在生产环节中成本有所增加，
具体表现在原
材料的采购、去污技术的使用、运输成本、重

图3. 日本农业，林业和渔业进口变动（百万日元）

塑信誉的公关费用、劳工的保障成本、组织培

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年鉴

训的成本等额外费用的增加．此外，由于受灾
地区人口的迁出以产品质量备受争议，
导致食

其二，食品价格下降，消费减少．研究

品市场需求减少，生产量也随之降低．例如，

表明，
核灾难区域消费者对农产品的态度已发

在许多受影响的地区，其大米、水果、蔬菜、

生了巨大的变化．
东京和大阪的半数受访消费

牛奶、黄油、牛肉等的需求减少，导致许多传

者表示，他们不会购买福岛和茨城中“污染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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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官方标准”的产品．更有甚者，即使是福岛

四川省损失畜禽 3383 万头（只），经济损失达

本地居民，也不购买本地产品．农林水产省的

69.91 亿元．[7]

调查发现，超过1/3的受访农民和近38％的餐
饮行业人员表示，“因为消费者不愿购买食品

表 1. 四川省畜牧养殖业损失情况表

而使销售量减少”．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主要农产

畜禽种类

数量（万头）

经济损失（亿元）

的价格则呈上涨趋势．灾难发生后带来的排斥

大牲畜（牛马驴骡）

30.67

11.09

反应，使“福岛标签”所代表的高质量农产食品

猪

340.33

44.21

已明显低于普通食品的市场价格．

羊

58.49

3.30

禽

2554.76

6.96

兔

398.75

4.35

品的价格已明显下降，而来自其他地区农产品

其三，农产品的出口减少，进口显著增
加．灾难发生后，全球包括中国、美国、印尼、
马来西亚和韩国等约 40 个国家对从日本进口
的农产品进行了限制，欧盟国家要求对来自日

来源：四川省畜牧食品信息网

本 12 个都道府县的食品和动物饲料在出口前

http://www.scxmsp.gov.cn/news/shuziXM/2008/722/D2FD.html.

进行检验，以确保放射性碘和铯的含量不超过
欧盟标准．各国的限制，使日本的农作物和牲畜
产品出口量大大下降， 2011 年 4-12 月，日本农
产品和畜产品的出口额与之前相比减少了 409 亿

其三，四川渔业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灾

日元，而农业和渔业产品的进口则有所增加（图

难．汶川地震后，大量鱼池引水渠垮塌、断裂或

2，图 3）．

堵塞，池埂断裂，池底严重渗漏，大量成鱼、苗
种和亲鱼死亡，毁灭性打击了灾区主要的苗种繁

2. 中国汶川地震造成的影响

育基地和灾区的冷水性鱼类养殖．截至 2008 年

（1）汶川地震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对农业的影响

6 月 25 日，四川渔业受灾面积达 49.9 万亩，损

其一，汶川地震使四川省的种植业损失严

失鱼种 3902 吨，各级水产站和防疫检疫站办公
设施受损 1.89 万平方米．

重．据不完全统计，此次地震共造成了四川省农
作物受灾面积为 356 万亩，其中成灾面积为

（2）汶川地震带来的间接影响是健康效应

216.5 万亩，绝收面积为 86.2 万亩，重灾区大
量在田夏收作物无法收获，其中粮食作物损失

每一次自然灾害的发生都会伴随灾后疫病的

179.67 万亩，经济作物损失 176.17 万亩．城郊

高发现象．汶川地震后，灾区缺少干净的水源，

高效农业区粮食作物损失最惨重，
一方面由于这

灾民随处便溺，垃圾四处可见．此外，由于伤亡

些地区位于或靠近震中，
另一方面由于相对于西

惨重，尸横遍野，也增加了疫病的发病率．与此

部地区该地区粮食作物面积较多．

同时，安全获救的人们饱受失去亲人的痛苦，更

[6]

多的心理问题与自杀案件反映出地震后的负面影

其二，汶川地震对畜牧养殖业影响严重．四

响．

川省猪肉产量超过全国的 10%，是我国第一产
猪大省．
汶川地震对四川的养殖业尤其是重灾区

（3）汶川地震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大规模的养殖场影响严重，
东南部规模化养殖区
与平原向山区农户散养区损失尤为严重，
在快速

其一，汶川地震使粮食产量小幅下降．汶川

恢复重建期会影响养殖业发展．
该次震灾共造成

地震对全国水稻、小麦、玉米产量的影响大小相
差不大，都在 0.5% 左右．由于豆类产量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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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粮食产量的 3.4%，因此对豆类的影响很小，

本食品安全委员会发布了报告，
确保实施的措

产量仅下降 0.07%．经统计，汶川地震使全国

施临时限制的有效性，以确保食品安全消费、

粮食产量下降 0.40%，对全国粮食产量影响有

国内分销和出口．2011 年 4 月 4 日，厚生劳

限．

动省决定，继续使用暂定限制值．2012 年 4
月 1 日，
政府决定在全国执行更加严格的国际

由于粮食产量的减少，
进而使各种粮食作物
的价格上升．对水稻、小麦、玉米价格的影响分

官方标准，以限制食物中的放射性元素（表

别是上升 0.33%、0.21%、20%和 0.18%，粮食

2）．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增加了对受影响地区

作物价格平均上升 0.23%．当汶川地震发生后，
产量下降，国内粮食供给减少，但是由于粮食作

的农场和农业企业的公共（国家，都道府县，

物是必需品，人们对粮食的需求不会明显减少，

地方）支持．政府设立了核损害责任促进基金，

所以会导致价格上升的比例高于产量下降的比

以支持核损害赔偿金．根据农林水产省的资料，

例．
其二，汶川地震对全国畜产品生产及其价

表 2.日本食品中放射性元素含量的限制（贝可/千克）

格的影响不十分明显．虽然四川省是我国第一
产猪大省，但四川省重灾区生猪受灾程度仅相
当于全国猪肉产量下降 0.15%，对牛肉、蛋类
和奶制品的影响都很小．但近年来物价普遍上
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生活水平

食品项目

旧标准

新标准

大米，肉类，蔬菜，鱼

500

100

牛奶，豆浆粉，婴幼儿食品

200

50

饮用水

200

10

提高，出于偏好、习惯、心理等各方面的因素，

来源：日本卫生部，劳动部和福利部

人们对肉食的需求减小不明显，因此肉制品物

截至 2012 年 3 月，有关核灾难的农业赔偿款项

价上涨幅度较产量的下降幅度有所增加，
其中，

总额约达 1062 亿日元．此外，日本政府进一步

猪肉价格上升 0.36%．从总体来看，汶川地震

扩大了贷款的信贷额度，
实行了关于金融支持

使全国畜产品产量平均下降 0.08%，价格平均

农民免息贷款下的“临时措施法”和“特别财政

上升 0.215%．

援助重灾区法”．[8]

Ⅱ. 中日灾难后食品安全采取的应对措施比较

（2）建立了私营和集体巡查制度
许多由农民和农村协会、食品加工商、零

1. 福岛核灾难后日本食品安全采取的应对措

售商、消费者组织等领导的福岛食品工业，公

施

司自己购买设备检测农作物、水等产品的检测
福岛核灾难的发生对日本的环境、健康、

设备，启用外部安全检查，处理有害物，规避

经济等方面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为了尽快

风险，以保障客户的安全．此外，多项面向农

治理和恢复灾后的环境，重塑灾区企业的良好

民、农民组织、食品工业的自愿限售措施也相

信誉，保障灾区人民的生活，日本政府、各行

继出台．为了回应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

业协会以及专家学者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

一些生产者、加工者和零售商采用比官方规范

（1）完善了食品安全监管和巡查制度

值更低的辐射标准．其中减少交易成本，以提
供辐射安全产品的主要方式是使用“产品原产

进一步规范了辐射标准，加大了政府对
农业企业的支持，以改善福岛企业受损形

地”选择性管理的方式，提升消费者的安全信

象．2011 年 3 月 17 日，厚生劳动省出台了农

心，使一部分人“遗忘”污染问题．此外，商界、

产食品中放射性核素的临时监管限制标准．
日

学术界、
非政府组织等机构还对农业合作社加

42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8 (1) 2015

大支持力度，如JA联盟、福岛县和中央工商社

励、重构业务和其他基础设施等公共和私人的各

团联合会建立了零利率基金，以解决农民的紧

类研究和开发项目，为所有农业人口开辟了更多

急需求．

的创业、就业和收入机会．一些年轻的企业家
已经在污染最严重的地区看到了如水培蔬菜
工厂等新的商业机会，决定返回灾区创业．此

（3）建立统一的检验手册和标准
通过建立统一的检验手册和标准，加强协

外，还有很多公司试图租赁废弃的农田，进行大

调不同组织之间的关系，避免重复工作，跨越

规模的养殖，这将巩固和扩大农场规模，提高生

都道府县的边界建立监管框架，进一步完善管

产力和效率，提升养殖企业的竞争力．

理系统，扩展随机抽样测试和循环生产控制的
（3）以检测为保障的销售模式的创新

“规划”阶段．以后，还要基于各个农业领域详
细的污染地图，根据不同程度的辐射剂量决定

日本二本松市东和镇建立的旅游和农产

是否限制（高程度辐射）、净化（中等程度辐

品销售点的农产品辐射检测量是由当地农协

射），或者结合进一步的措施，来鼓励某些类

于 2011 年 6 月推出的．该旅游和农产品销售

型的农作物（低等程度辐射）．

点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并提供设备，由

[9]

私人公司为农民检测，每次检测费为 500 日
2．日本灾后食品安全应对措施运行的实际效

元，该市还推出了 60 多个对生产者免费的食

果

品自我检测点．
由于该种安全检查介绍的及时
性以及产品安全报告的适时性，
市场中的顾客

福岛核灾难已经过去了 2 年多，从以下典
型性的案例可以看出，在此期间，日本在灾后

基本恢复到灾难前的 80％．

采取的应对措施在控制辐射水平、振兴灾区经

3．汶川地震后中国食品安全采取的应对措施
汶川地震的发生对我国四川省及其周边地

济等诸多方面取得实效．

区的环境、健康、经济等方面都造成了无法预

（1）应急辐射监测实验室的建立
日本郡山市推进了农业生产应急辐射监

计的影响，为了尽快治理和恢复灾后的环境，

测实验室．目前，该实验室已配备 10 台半导

保障灾区人民的身体健康不再受到威胁，我国

体探测器和 16 台培训的仪器，精密分析农业

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

生产环节的 200 多个项目．对谷物、蘑菇、山

（1）严格监管，加大食品卫生检测力度

厂、蜂蜜、饲料作物、原料奶、牛肉、海鲜等

汶川地震发生后，灾区人民的生活环境十

进行检测，并不定期对猪肉、蔬菜和水果样品

分恶劣，导致食品的储存、加工、销售等过程

进行检测．鸡肉，马肉和鸡蛋的分析结果在第

的污染环节增多．为保障灾区人民吃到健康的

二天通过中心网站，发布在区域报纸等媒体

食物，我国政府加大监管力度，对临时饮食集

上．最多时的 2011 年 3 月 19-31 日期间，有

中供应点和开业餐馆食品的卫生质量进行监

81，502 个项目被分析．

督，
加大外援食品的卫生质量检查及抽查力度，
按照前期全面采样、后期重点抽样的原则, 结
合现场监督, 对餐饮集中供应点、餐馆、农贸

（2）公共资金以及新型业务的金融支持

市场及棚户重点食品的卫生质量进行检测．运

政府提供的庞大的公共资金以及新型业务
的可能性，为受灾最严重地区农业的振兴和发展

用食品理化检验箱、细菌学检验箱及野外培养

创造了新的机遇．目前，已经有投资于土壤净化、

箱, 先后对蔬菜中的有机磷含量、酱油中的砷

紧急援助、农业食品安全、生产恢复和现代化、

含量以及食盐中的亚硝酸盐含量等近千份食品

产品和技术的创新和多样化、农业食品营销的激

的数千项高危指标进行检测, 查找食品安全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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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考虑民间组织自身的安全问题以及他们的

患．[10]

专业性，担心会耽误救援工作或者灾后重建工
作的顺利进行，大部分会被政府相关部门“劝

（2）加强食品卫生宣传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帮助灾民深

退”，或被告知“有心就好，做好自己的事情就

入了解生活中可能出现的食品安全隐患，政府

是对灾区的最大支持”．事实上，政府应积极鼓

加强了对灾民的食品卫生知识宣传，通过会议

励民间组织参与到防灾救灾的活动中，结合多

宣传、广播、电视台宣传、现场宣传、张贴和

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公众的智慧，减轻灾难

散发标语、传单、宣传画等行之有效的宣传方

对食品安全带来的危害，尽快完成灾后食品安

式进行． 加强灾民对食品安全知识的了解，

全的恢复工作．

[11]

一方面可以启发灾民的自我保健意识，另一方
Ⅳ. 结语

面可以起到主动监测可疑食源性疾病症状的效
果．

中国的汶川地震和日本的福岛核灾难的食
品安全应对机制表明，中日两国在食品安全的

（3）定期评估，确保食品卫生
政府相关部门会对食品卫生状况定期进行

防灾救灾减灾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中国食品安

评估，最大程度的预防食物中毒现象和其他食

全制度的建设，既要坚持自身存在的优势，也

源性疾病．
除了评估饮用水和食品的供应来源、

要结合实际情况，着力借鉴日本在食品安全的

加工场所及加工设施状况、供餐方式、卫生监

防灾救灾减灾体制的成功经验，这将对我国食

督力量等内容以外，政府还会因地、因时、因

品安全的灾后应对机制产生深远影响．

人调整评估内容, 对临时安置、过渡安置和灾

注释＊

后重建不同阶段的食品安全形势进行科学评估,
制定适合四川等地区的重大食物中毒应急处理
预案, 加强预警监测, 建立应急工作机制．[12]

1

天津科技大学 食品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

2

天津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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