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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管理职业技能等级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涉及食品安全管理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能力要求等级、主要职责以及职业技能要

求。 

本标准适用于涉及食品安全管理职业技能等级的培训、考核与评价，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聘用、

教育和职业培训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22004-2007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GB/T 22000-2006的应用指南 

GB/T 23811-2009 食品安全风险分析工作原则 

GB/T 29639-2013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 37029 食品追溯信息记录要求 

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食品安全管理 food safety management 

食品安全管理是指组织运用有效资源，采取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等方式，对食品、食品添加

剂和食品原材料的采购，食品生产、流通、销售及食品消费等过程进行有效的协调及整合，已达到确保

食品安全的活动过程。 

3.2  

食品安全危害 food safety hazard 

食品中所含有的对健康有潜在不良影响的生物、化学或物理的因素或食品存在状况。 

3.3  

风险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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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中危害产生某种不良健康影响的可能性和该影响的严重性。 

3.4  

控制措施 control measure 

能够用于防止或消除食品安全危害或将其降低到可接受水平的行动或活动。 

3.5  

监视 monitoring 

为评估控制措施是否按预期运行，对控制参数进行策划并实施的一系列观察或测量活动。 

3.6  

纠正 correction 

为消除已发现的不合格所采取的措施。 

3.7  

验证 verification 

通过提供客观证据对规定要求已得到满足的认定。 

3.8  

应急预案 emergency plan 

为有效预防和控制可能发生的事故，最大程度减少事故及其造成损害而预先制定的工作方案。 

3.9  

应急演练 emergency exercise 

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情景，依据应急预案而模拟开展的应急活动。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中等职业学校 

茶叶生产与加工、烟草生产与加工、农产品保鲜与加工、食品生物工艺、民族风味食品加工制作、

粮油饲料加工技术、粮油储运与检验技术、农产品质量检测与管理、酿酒工艺与技术、食品安全检测与

技术、生物药物检验、营养与保健、药品食品检验、中餐烹饪、西餐烹饪、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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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高等职业学校 

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食品生物技术、生物产品检验检疫、食品加工技术、

酿酒技术、食品药品管理、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储运与营销、食品检测技术、食品营养与卫生、食品

营养与检测、保健品开发与管理、粮食工程技术、药品质量与安全、食用菌生产与加工、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商检技术、食品包装技术、养蜂与蜂产品加工、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医学营养、中医养生保健、

烹调工艺与营养、营养配餐、中西面点工艺、西餐工艺 

4.3 应用型本科学校 

农学、食品质量与安全、生物技术、生物工程、酿酒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葡萄与葡萄酒工程、

食品营养与检验教育、粮食工程、粮油储藏与检测技术、粮食工程、香料香精技术与工程、乳品工程、

白酒酿造工程、烹饪与营养教育、食品安全与检测、食品营养与健康、食用菌科学与工程、食品卫生与

营养学、卫生检验与检疫、茶学、包装工程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主要针对涉及食品安全管理相关的粮食加工品，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调味品，肉制品，乳制品，

饮料，方便食品，饼干，罐头，冷冻饮品，速冻食品，薯类和膨化食品，糖果制品，茶叶及相关制品，

酒类，蔬菜制品，水果制品，炒货，蛋制品，可可制品和焙炒咖啡，食糖，水产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

糕点，豆制品，蜂产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膳食食品，食品添

加剂，其他食品的采购、生产、销售过程的食品安全管理、食品质量检测、食品质量监控、食品品质控

制、食品品质保障、食品生产、食品安全培训岗等工作岗位群。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6.1.1 食品安全管理（初级） 

根据工作岗位职责的要求，完成食品生产、经营监视等工作。 

6.1.2 食品安全管理（中级） 

根据部门要求，负责指导、监督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的执行，并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纠正和持续跟

进等工作。中级涵盖初级的职业技能要求。 

6.1.3 食品安全管理（高级） 

根据业务要求，制定本单位的食品安全管理计划和制度文件，负责食品安全环节的文件审核，对其

他食品安全环节的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并管理实施解决方案。高级涵盖中级的职业技能要求。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食品安全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中级、高级）的描述分别见表1、表2、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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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食品安全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安全管理制度、标准的

制定 

1.1 相关法律法规信息

识别 

1.1.1. 通过对食品安全标准的掌握，熟悉本岗位的食品安全标准要

求 

1.1.2. 通过对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掌握，熟悉本岗位法律法规的要

求 

1.1.3. 通过对预包装食品标签的了解，识别产品包装标签的要求 

1.1.4. 通过对一般食品生产要求掌握，熟悉岗位工作要求 

1.1.5. 通过对食品安全法的掌握，熟悉食品安全管理岗位的法律权

责及义务 

1.2 公司安全管理制度

制定 

1.2.1. 通过对公司员工制度了解，熟悉与岗位相关内容 

1.2.2. 通过对岗位说明书的了解，熟悉岗位职责及工作要求 

1.2.3. 通过对作业指导书的了解，熟悉岗位工作技能、方法 

1.2.4. 通过对公司安全管理制度了解，熟悉在工作中的灵活应用 

1.3食品安全标准制定 

1.3.1. 能够对公司原料标准进行掌握，准确实施标准 

1.3.2. 能够对公司最终产品标准进行掌握，准确实施标准 

1.3.3. 能够对公司产品过程标准进行掌握，准确实施标准 

1.3.4. 能够对公司辅材标准进行掌握，准确实施标准 

1.3.5. 能够对公司清洗、消毒标准进行掌握，准确实施标准 

1.3.6. 能够对公司环境标准进行掌握，准确实施标准 

1.3.7. 能够对生产用水标准进行掌握，准确实施标准 

2.安全监控 

2.1食品生产准备安全

监视 

2.1.1. 能够监视安全生产场所外部环境要求是否符合安全生产要

求，验证食品安全危害是否消除，对不符合处进行纠正或采取控制措

施 

2.1.2. 能够监视安全生产设施设备是否存在异常，验证食品安全危

害是否消除，对不符合处进行纠正或采取控制措施 

2.1.3. 能够监视生产用水是否符合安全生产要求，验证食品安全危

害是否消除，对不符合处进行纠正或采取控制措施 

2.1.4. 能够监视生产场所各类消毒准备工作执行情况，验证食品安

全危害是否消除，对不符合处进行纠正或采取控制措施 

2.1.5. 能够监视工作人员健康状况，及时制止异常人员进入生产现

场，验证食品安全危害是否消除，对不符合处进行纠正或采取控制措

施 

2.1.6. 能够监视交接工作是否正常交接，对不符合处进行纠正 

2.2 食品生产过程安

全监视 

2.2.1. 通过对安全生产食品相关产品要求理解，进行安全生产监

视，验证食品安全危害是否消除，对不符合处进行纠正或采取控制措

施 

2.2.2. 通过对工艺流程要求理解，进行安全生产监视，验证食品安

全危害是否消除，对不符合处进行纠正或采取控制措施 

2.2.3. 能够监视生产现场设施、设备运行状态是否符合安全生产需

要，验证食品安全危害是否消除，对不符合处进行纠正或采取控制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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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续）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安全监控 

2.2 食品生产过程安

全监视 

2.2.4. 通过对安全生产禁止性要求理解，进行安全生产监视，验证

食品安全危害是否消除，对不符合处进行纠正或采取控制措施 

2.2.5. 能够监视生产场所消毒、清洗是否符合安全生产要求，验证

食品安全危害是否消除，对不符合处进行纠正或采取控制措施 

2.3 食品流通过程安

全监视 

2.3.1. 能够监视食品标签内容是否与内容物一致，对不符合处进行

纠正或采取控制措施 

2.3.2. 通过产品最终检测结果判定是否具备放行条件 

2.3.3. 通过留样产品检测情况进行产品追溯 

2.3.4. 能够对放行产品做好产品追溯 

3. 安全数据记录 

3.1 安全数据日常记

录 

3.1.1. 通过对安全生产场所环境要求理解，进行检察记录及归档 

3.1.2. 通过对安全生产设施设备要求理解，进行检察记录及归档 

3.1.3. 通过对安全生产人员要求理解，进行检察记录及归档，验证

食品安全危害是否消除 

3.1.4. 通过对安全生产食品相关产品要求理解，进行检察记录 

3.1.5. 通过对安全生产设备运行进行检察记录 

3.1.6. 通过对安全生产用水要求理解，进行检察记录 

3.1.7. 通过对抽样检验要求理解，进行抽样检验记录 

3.1.8. 通过对工艺流程要求理解，进行检查记录 

3.2 安全数据建档 

3.2.1. 通过对安全管理制度要求理解，进行检察记录及归档 

3.2.2. 通过对生产许可要求理解，进行生产许可相关内容的整理及

归档 

3.2.3. 通过对风险分级管理要求理解，进行风险分级管理整理及归

档 

3.2.4. 通过对安全生产日常监督管理要求理解，进行日常监督管理

记录及归档 

3.2.5. 通过对安全生产禁止性要求理解，进行检察记录及归档 

3.2.6. 通过对行政处罚要求理解，进行行政处罚信息记录及归档 

3.3安全记录表单的使

用、保存 

3.3.1. 通过对安全资料存档环境要求理解，购置资料、档案设备及

场所 

3.3.2. 通过对安全资料保密、检索等要求理解，进行检索规则设定

并归档 

3.3.3. 通过对安全资料收放、借阅、复印要求理解，进行安全资料

管理工作 

3.3.4. 通过对安全资料存放年限要求理解，进行安全资料销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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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食品安全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安全管理制度、标准的

制定及执行 

1.1 相关法律法规信息

识别 

1.1.1. 通过对食品生产过程要求的掌握，熟悉食品生产过程

的控制要求及污染控制要求 

1.1.2. 通过食品安全监管掌握，熟悉食品生产许可、风险分

级管理、日常监督检查、抽样检验、食品投诉举报、行政处罚与

行刑衔接等工作的要求 

1.1.3. 通过对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掌握，熟悉食品生产企业与

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有关的法律责任 

1.1.4. 通过对标签的了解，熟悉预包装食品标签及预包装食

品营养标签的要求 

1.2 公司安全管理制度

制定 

1.2.1. 通过对公司员工制度掌握，对员工制度中不适宜处提

出合理修改意见 

1.2.2. 通过对岗位说明书的掌握，对岗位职责及工作要求不

适宜处提出合理修改意见 

1.2.3. 通过对公司安全管理制度掌握，对工作中存在的不适

宜处提出合理修改意见 

1.2.4. 通过对作业指导书的掌握，改善工作技能、方法 

1.3食品安全标准制定 

1.3.1. 能够对公司原料标准不适宜处提出修订意见 

1.3.2. 能够对公司最终产品标准不适宜处提出修订意见 

1.3.3. 能够对公司产品过程标准不适宜处提出修订意见 

1.3.4. 能够对公司辅材标准不适宜处提出修订意见 

1.3.5. 能够对公司清洗、消毒标准不适宜处提出修订意见 

1.3.6. 能够对公司环境标准不适宜处提出修订意见 

1.3.7. 能够对生产用水标准不适宜处提出修订意见 

2. 安全监控 

2.1 食品生产准备安全

监视 

2.1.1. 通过对风险分级管理要求理解，进行风险分级管理监

视 

2.1.2. 通过对食品产品污染控制要求理解，进行食品产品污

染监视，验证食品安全危害是否消除，对不符合处进行纠正或采

取控制措施 

2.1.3. 能够根据安全生产人员要求建立人员健康管理台账 

2.1.4. 能够监视设施、设备清洁、消毒情况，判定是否满足

生产要求，验证食品安全危害是否消除，对不符合处进行纠正或

采取控制措施 

2.2 食品生产过程安全

监视 

2.2.1. 通过对安全生产日常监督管理要求理解，进行日常监

督管理，验证食品安全危害是否消除，对不符合处进行纠正或采

取控制措施 

2.2.2. 通过对抽样检验要求理解，进行抽样检验结果监视，

验证食品安全危害是否消除，对不符合处进行纠正或采取控制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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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续）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 安全监控 

2.2 食品生产过程安全

监视 

2.2.3. 通过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进行合理安

排日常检查项目，验证食品安全危害是否消除，对不符合处进行

纠正或采取控制措施 

2.2.4. 对生产过程中产品各项理化指标进行监视，验证食品

安全危害是否消除，对不符合处进行纠正或采取控制措施 

2.3 食品流通过程安全

监视 

2.3.1. 通过对标签要求理解，对预包装食品标签及营养标签

进行监视，对不符合处进行纠正或采取控制措施 

2.3.2. 通过对食品投诉举报要求理解，对轻微级食品投诉举

报进行监视、处理 

2.3.3. 能够通过流通安全信息反馈，追溯同批次产品流向及

产品相关信息 

2.3.4. 通过行政处罚与行刑衔接，进行内部追责、整改 

3. 安全风险评估 

3.1 食品生产环境安全

风险评估 

3.1.1. 评估厂区环境是否符合食品安全要求，验证食品安全

危害是否消除，对不满足部分提出整改意见 

3.1.2. 评估生产场所环境是否符合食品生产安全要求，验证

食品安全危害是否消除，对不满足部分提出整改意见 

3.1.3. 评估安全生产设备布局是否符合食品安全要求，验证

食品安全危害是否消除，对不满足部分提出整改意见 

3.1.4. 评估生产设备运行能力是否符合食品安全生产要求，

验证食品安全危害是否消除，对不满足部分提出整改意见 

3.1.5. 能够评估新型流行病毒危害并发起预警 

3.2食品生产流程安全

风险评估 

3.2.1. 评估生产工艺是否符合食品安全生产要求，验证食品

安全危害是否消除，对不符合处进行纠正或采取控制措施 

3.2.2. 评估生产条件是否符合食品安全生产要求，验证食品

安全危害是否消除，对不符合处进行纠正或采取控制措施 

3.2.3. 评估生产人员技能是否符合食品安全生产要求，验证

食品安全危害是否消除，对不符合处进行纠正或采取控制措施 

3.2.4. 评估生产流程是否符合食品安全生产要求，验证食品

安全危害是否消除，对不符合处进行纠正或采取控制措施 

3.3食品原辅材料安全

风险评估 

3.3.1. 评估生产用水是否符合食品安全生产要求，验证食品

安全危害是否消除，对不符合处进行纠正或采取控制措施 

3.3.2. 评估生产原料是否符合食品安全生产要求，验证食品

安全危害是否消除，对不符合处进行纠正或采取控制措施 

3.3.3. 评估生产辅料是否符合食品安全生产要求，验证食品

安全危害是否消除，对不符合处进行纠正或采取控制措施 

3.3.4. 评估生产消毒用品是否符合食品安全生产要求，验证

食品安全危害是否消除，对不符合处进行纠正或采取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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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食品安全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安全管理制度、标准的

制定及执行 

1.1 相关法律法规信息

识别 

1.1.1. 通过对特殊食品法规的掌握，熟悉特殊食品生产要求 

1.1.2. 通过对说明书、广告法律掌握，识别说明书，广告的合规性 

1.1.3. 通过对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解读的了解，识别网

络食品销售的合规性 

1.1.4. 通过对各项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洞悉，以支持和保障公司食

品安全合规性 

1.2 公司安全管理制度

制定 

1.2.1. 通过对行业的洞悉，参与员工制度制定及修订 

1.2.2. 通过对食品安全法的深度解读，参与本公司食品安全管理岗

位说明书制定及修订 

1.2.3. 通过对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及知识的全面理解，参与食品安全

管理制度的制定及修订 

1.2.4. 通过对行业的理解，参与本公司作业指导书的编制工作 

1.3食品安全标准制定 

1.3.1. 能够对公司原料标准进行制定 

1.3.2. 能够对公司最终产品标准进行制定 

1.3.3. 能够对公司产品过程标准进行制定 

1.3.4. 能够对公司辅材标准进行制定 

1.3.5. 能够对公司清洗、消毒标准进行制定 

1.3.6. 能够对公司环境标准进行制定 

1.3.7. 能够对生产用水标准进行制定 

2. 安全监控 

2.1 食品生产准备安全

监视 

2.1.1. 根据对食品安全知识的理解，对食品生产安全关键点进行监

视，验证食品安全危害是否消除 

2.1.2. 能够对供应商提供产品安全能力做出判断，验证食品安全危

害是否消除 

2.1.3. 能够对产品的许可审查通则和细则，食品企业良好生产（卫

生）规范、食品安全标准、其他规范性文件提出合理化实施方案 

2.1.4. 能够通过 HACCP 分析，设置食品安全关键控制点，验证食品

安全危害是否消除 

2.1.5. 通过对疾病危害原理掌握，及时对新型流行病毒进行识别并

发起预警 

2.2食品生产过程安全

监视 

2.2.1. 通过对特殊食品要求理解，对特殊食品生产过程进行监视，

验证食品安全危害是否消除，对不符合处进行纠正或采取控制措施 

2.2.2. 能够将5S理念融入工作，展开5S活动； 

2.2.3. 通过可视化管理设计，明示安全隐患 

2.2.4. 根据纠偏措施实施情况进行验证食品安全危害是否消除 

2.2.5. 通过GMP要求对生产现场进行监视 

2.3食品流通过程安全

监视 

2.3.1. 通过对说明书、广告要求理解，对说明说、广告进行监视，

对不符合处进行纠正或采取控制措施 

2.3.2. 通过对食品投诉举报处理要求理解，对重要级别以上食品投

诉举报进行监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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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续）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 安全监控 
2.3食品流通过程安全

监视 

2.3.3. 通过对网络食品要求理解，对网络食品销售过程进行监视 

2.3.4. 通过对食品链安全分析，提出流通储运条件 

3.安全培训 

3.1 安全培训计划  

3.1.1. 能够对安全培训需求进行调研 

3.1.2. 能够计划年度安全培训，确保安全意识提升 

3.1.3. 能够计划年度安全宣传，确保食品安全理念宣贯  

3.1.4. 能够建立安全培训课程标准、保障课程实施效果 

3.1.5. 能够建立食品安全培训课件，保障课程实施的覆盖性 

3.1.6. 能够萃取食品安全培训实际案例，保障课程的有效性 

3.2 安全培训组织 

3.2.1. 能够对食品安全知识进行现场指导、指正，确保安全意识  

3.2.2. 能够对食品安全知识组织一线员工实施培训  

3.2.3. 通过培训技巧的掌握，提升培训效果 

3.2.4. 能够展开食品安全宣传活动 

3.3 安全培训评估  

3.3.1. 能够对食品安全知识进行摸底考核，减少食品安全盲点 

3.3.2. 能够对食品安全知识组织竞赛，提升全员安全学习意识 

3.3.3. 能够对食品安全培训组织考核评估，确保培训有效性 

3.3.4. 对食品安全宣传活动进行评估、制定改进方案 

4. 安全事故处理 

4.1安全问题的识别及

标识 

4.1.1. 能够通过对法律法规的全面理解及食品安全分析，制定应急

预案 

4.1.2. 能够验证安全应急预案的有效性与事宜性 

4.1.3. 能够组织实施安全应急演练 

4.1.4. 能够对安全应急演练结果进行评估有效性并形成记录 

4.2安全问题的整改及

处理 

4.2.1. 能够对安全隐患进行识别、分析并实施预警 

4.2.2. 能够识别安全隐患，并制定、实施纠偏措施； 

4.2.3. 能够对安全问题进行及时处理，进行问题消除 

4.2.4. 能够对安全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并予以实施 

4.3 安全事故调查与处

理 

4.3.1. 能够对重大安全事故及时发现并妥善处理 

4.3.2. 能够在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后及时组织人员对事故中受伤害

人员予以救援，减少财物损失 

4.3.3. 能够在安全事故后实施安抚、公关工作 

4.3.4. 能够协助有关部门进行安全事故的调查和处理 

4.3.5. 通过法律途径对安全事故责任人进行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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