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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起草单位：烟台富美特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食品药品企业质

量安全促进会、北京市食品药品安全企业联盟、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蒙牛

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百事亚洲研发

中心有限公司、达能亚太(上海)管理有限公司、恒天然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凯斯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澳优乳业(中国)有限公司、海鸿达（北京）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不凡帝范梅勒糖果（中国）有限公司、完

美（中国）有限公司、江南大学、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四川旅游学院、河南农业

职业学院、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职业鉴定所、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金

华职业技术学院、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商务职业学院、天津现代职业技

术学院、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周口职业技术学院、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陶庆会、杨雪、刘涛、范颖华、孙国梁、张佳兵、于学

军、李宇、何涛、曹高峰、王霜、李宁、杜凌、孟晶、王健、湛艳红、郭双喜、

呼旭侠、李琳、李晓敏、张丽华、钱和、梁爱华、汤高奇、邓毛程、叶素丹、崔

惠玲、李双石、张帆、金祝年、杨震、王立晖、马长路、程旺开、豆海港、姚瑞

祺。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烟台富美特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经烟

台富美特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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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食品生产、经营等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合规管理职业技能等级对

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食品行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

人单位的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35770 合规管理体系 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 3577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食品合规 food compliance

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生产经营行为符合食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行业

准则和企业章程、规章制度以及国际条约、规则等规定的全部要求和承诺。

3.2

食品合规管理 food compliance management

以实现食品合规（3.1）为目的，以企业和员工的生产经营行为为对象，开

展包括制度制定、风险监测、风险识别、风险应对、合规审查、合规培训、持续

改进等有组织、有计划的协调活动。

3.3

合规风险 compliance risk

因食品生产经营者未能遵守食品合规（3.1）可能遭受的法律制裁、监管处

罚、经济损失和声誉危机等风险。

[来源：GB/T 35770-2017,定义 2.12，有修改]

3.4

合规体系 compliance system

为保证食品合规（3.1），在对合规风险（3.3）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的基

础之上，建立的架构、职责、策划、运行、规则、目标等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

完整要素。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食品安全与检测技术、药品食品检验、食品生物工艺、营养

与保健、农产品质量检测与管理、农产品保鲜与加工、粮油饲料加工技术、粮油

储运与检验技术、酿酒工艺与技术、民族风味食品加工制作、茶叶生产与加工、

工业分析与检验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加工技术、食品

生物技术、食品贮运与营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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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农产品流通与管理、粮食工程技术、

粮油储藏与检测技术、绿色食品生产与检验、酿酒技术、食用菌生产与加工、商

检技术、生物产品检验检疫、食品包装技术、质量管理与认证、茶树栽培与茶叶

加工、茶艺与茶叶营销、医学检验技术、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预防医学、药品

质量与安全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安全与检测、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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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营养与健康、食品营养与检验教育、食品卫生与营养学、乳品工程、粮食工程、

酿酒工程、葡萄与葡萄酒工程、白酒酿造工程、食用菌科学与工程、香料香精技

术与工程、卫生检验与检疫、生物工程、茶学、包装工程等专业。

4.2 参照新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食品安全与检测技术、药品食品检验、食品加工工艺、营养

与保健、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农产品贮藏与加工、粮油和饲料加工技术、粮

油储运与检验技术、酿酒工艺与技术、民族食品加工技术、茶叶生产与加工、分

析检验技术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智能加工技术、

食品生物技术、食品贮运与营销、食品检验检测技术、食品营养与健康、保健食

品质量与管理、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农产品流通与管理、粮食工程技术与管

理、粮食储运与质量安全、绿色食品生产技术、酿酒技术、食用菌生产与加工技

术、分析检验技术、生物产品检验检疫、质量管理与认证、茶叶生产与加工技术、

茶艺与茶文化、医学检验技术、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预防医学、药品质量与安

全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安全与检测、食

品营养与健康、食品营养与检验教育、食品卫生与营养学、乳品工程、粮食工程、

酿酒工程、葡萄与葡萄酒工程、白酒酿造工程、食用菌科学与工程、香料香精技

术与工程、卫生检验与检疫、生物工程、茶学、包装工程等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食品工程技术、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营养与健康、

现代粮食工程技术、健康管理、烹饪与餐饮管理、生物检验检测技术等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主要面向食品行业的企事业单位、第三方服务机构、社会团体、行政主管部

门等单位的食品研发、生产、检验、销售、监管等环节岗位群，初级从事采购、

生产、检测、品控等具体工作，中级从事所负责的采购、研发、注册等环节的管

理工作，高级从事本单位全部合规流程管理、质量把控等全面工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食品合规管理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依

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食品合规管理】（初级）：根据工作岗位职责要求，完成食品生产、经营、

监管等环节要求的合规管理工作。

【食品合规管理】（中级）：根据部门要求，负责指导、监督、协调食品合

规管理体系的运行，并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纠正和持续改进等方面的合规管理

工作。

【食品合规管理】（高级）：根据业务要求，制定本单位的食品合规管理方

针、计划和制度文件，完善食品合规管理评审，策划并实施食品合规管理体系，

提升本单位食品合规管理水平。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食品合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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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体系 1.1 食品合 1.1.1 能够对各个岗位的合规管理责任和义务有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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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建立 规管理义务 认知。

1.1.2 能够准确应用本岗位所涉及的合规管理方面的法

规及标准。

1.1.3 能够按照本单位的合规管理计划和制度文件完成

工作。

1.2 食品安

全监管框架

建立

1.2.1 能够辨识各食品合规环节对应的行政主管部门。

1.2.2 能够辨别食品合规管理方面涉及的法律法规的适

用范围、效力等。

1.3 食品法

律法规体系

建立

1.3.1 能够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法及实施条例的规定。

1.3.2 能够识别出食品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重要法

规。

1.3.3 能够根据涉及本单位的食品法律法规体系完成本

岗位的食品合规工作。

1.4 食品标

准体系建立

1.4.1 能够辨别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

标准、企业标准等各层次标准的适用范围、效力等。

1.4.2 能够掌握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

1.4.3 能够收集整理标准制修订所需材料。

1.4.4 能够按照本单位使用的食品标准体系完成工作。

2.合规管理

应用

2.1 生产经

营资质合规

管理

2.1.1 能够收集、整理生产经营资质文件材料。

2.2 生产经

营合规要求

2.2.1 能够按照食品质量管理的要求完成工作。

2.2.2 能够根据生产环境及条件等合规文件的规定，使

食品生产经营场所的内外部环境、布局要求、厂房、设

施和设备等符合具体要求。

2.2.3 能够在原辅料（包括食品添加剂）、化学品、虫

害等污染及风险控制各环节进行过程控制。

2.2.4 能够按照原辅料（包括食品添加剂）、半成品、

成品以及不合格品的贮存与交付要求完成工作。

2.2.5 能够完成生产经营环节相关合规管理文件的记录

和归档。

2.2.6 能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对生产经营全

过程进行合规性自查。

2.2.7 能够按时参加并通过人员合规管理技能培训与考

核，并能将合规管理技能培训所学应用到工作中。

2.3 产品合

规管理

2.3.1 能够进行食品配料合规性判定的技术支持工

作。

2.3.2 能够及时反馈加工环境、硬件设施、卫生管理

及工艺流程等合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3.3 基于产品合规判定原则，能够及时反馈产品品

质合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3.4 通过标签合规性基本要素的掌握，能够及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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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馈标签合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合规管理

验证

3.1 风险识

别与评估

3.1.1 能够收集风险识别所需的信息。

3.1.2 能够按照本单位风险防控体系开展工作。

3.1.3 能够根据本单位风险监测方案等规定开展工

作。

3.2 食品合

规监管

3.2.1 能够熟知日常监督检查、抽样检验、飞行检查

和体系检查等合规监管的具体要求。

3.2.2 能够按照合规监管要求，配合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部门进行日常监督检查、抽样检验、飞行检查、体

系检查等。

3.3 合规演

练

3.3.1 能够根据模拟召回、模拟应急等合规过程的预

案演练方案参加演练。

3.3.2 能够真实反馈演练中存在的问题。

3.3.3 能够根据演练中存在的问题改进规范工作。

表 2 食品合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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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体系

建立

1.1 食品合规

管理义务

1.1.1 能够对各个岗位的合规管理责任和义务有清晰

的认知，并合理安排工作。

1.1.2 能够准确应用本岗位所涉及的合规管理方面的

法规及标准。

1.1.3 能够按照本单位的合规管理计划和制度文件完

成工作。

1.2 食品安全

监管框架建

立

1.2.1 能够准确辨识各食品合规环节对应的行政主管

部门，并能够区分交叉部门的工作职责。

1.2.2 能够辨别食品合规管理方面涉及的法律法规的

适用范围、效力、影响力等。

1.3 食品法律

法规体系建

立

1.3.1 能够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法及实施条例的规定。

1.3.2 能够识别出食品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重要

法规。

1.3.3 能够根据涉及本单位的食品法律法规体系完成

工作。

1.4 食品标准

体系建立

1.4.1 能够辨别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

标准、企业标准等各层次标准的适用范围、效力等。

1.4.2 能够熟练掌握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及通用标

准。

1.4.3 能够按照规定的标准制修订程序，收集并协助整

理标准制修订所需材料。

1.4.4 能够参与本单位使用的食品标准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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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5 国际合规

监管体系建

立

1.5.1 能够查询国际组织的食品相关标准法规要求，识

别有效信息。

1.5.2 能够了解国外监管框架，根据监管框架监控到有

效标准法规及政策。

2.1 生产经营

资质合规管

理

2.1.1 能够根据食品生产经营的资质条件要求，依法取

得许可。

2.1.2 能够制定、管理生产经营资质文件。

2.合规管理

应用

2.2 生产经营

合规要求

2.2.1 能够按照食品质量管理的要求完成工作，能够协

助进行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 22000 食品安

全管理体系认证和 HACCP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认

证。

2.2.2 能够根据生产环境及条件合规法规文件，制定食

品生产经营场所的内外部环境、布局要求、厂房、设

施和设备等的具体要求。

2.2.3 能够在原辅料（包括食品添加剂）、化学品、虫

害等污染及风险控制各环节进行过程控制。

2.2.4 能够按照对原辅料（包括食品添加剂）、半成品、

成品以及不合格品的贮存与交付要求完成工作，能够

协助进行相应不合格品的追溯。

2.2.5 能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对生产经营

全过程进行合规性自查。

2.2.6 能够按照操作规范、工艺流程等内部规范性文件

进行合规性检查。

2.2.7 能够参加并通过监管部门的人员合规管理技能

培训与考核，必要时能够组织内部人员合规管理技能

培训并予以考核。

2.2.8 能够进行生产经营环节相关合规管理文件的管

理。

2.2.9 能够按照合规管理要求处理突发情况，例如应急

管理、召回及安全事件处理等。

2.3 产品合规

管理

2.3.1 能够有效进行食品配料合规性的判定及配方调

整的技术支持工作。

2.3.2 能够保证加工环境、硬件设施、卫生管理及工艺

流程的合规性，并实施合理化改进。

2.3.3 能够基于产品合规判定原则，保障产品品质合

规。

2.3.4 能够通过掌握标签合规性基本要素，保证标签合

规。

2.4.5 能够协助进行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

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等三品一标的认证要求统筹安

排工作。

2.4 特殊食品 2.4.1 能够正确判断特殊食品注册、备案等环节的必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BF%E8%89%B2%E9%A3%9F%E5%93%81/17821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9%E6%9C%BA%E5%86%9C%E4%BA%A7%E5%93%81/1026872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9%E6%9C%BA%E5%86%9C%E4%BA%A7%E5%93%81/1026872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9C%E4%BA%A7%E5%93%81%E5%9C%B0%E7%90%86%E6%A0%87%E5%BF%97/354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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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合规要求 要素。

2.4.2 能够根据特殊食品注册备案条件、申报流程，完

成特殊食品的注册、备案。

2.5 进出口合

规管理

2.5.1 能够收集与研判进出口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信息。

2.5.2 通过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合规要求的运

用，能够协助完成境外生产企业的注册。

2.5.3 通过出口食品企业备案合规要求的运用，能够完

成出口食品企业的备案。

2.5.4 能够通过跨境电商合规要求的运用，完成进出口

食品交易。

3.合规管理

验证

3.1 风险识别

与评估

3.1.1 能够识别本单位的合规风险，并收集合规风险评

估材料，对工作予以指导。

3.1.2 能够定期评估合规风险，并在情形或所处的环境

发生重大变化时进行再评价。

3.2 食品合规

监管

3.2.1 能够根据本单位的风险管理开展工作。

3.2.2 能够进行食品合规义务识别的确认、食品合规风

险控制措施的验证，并能够进行食品合规管理体系的

内部审核。

3.2.3 能够根据内部审核结果进行数据分析、原因查找

并进行整改。

3.3 合规演练

3.3.1 能够根据模拟召回、模拟应急等合规过程的预案

演练方案组织实施演练。

3.3.2 能够真实反馈并发现演练中存在的问题。

3.3.3 能够根据演练中存在的问题改进工作，并对改进

工作进行跟踪评价。

表 3 食品合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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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体系

建立

1.1食品合规

文化建设

1.1.1能够结合食品安全宗旨和相应单位的价值观，提

出符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的合规文化或合规文化框架，

直至完成文件化的企业合规文化。

1.1.2能够规划食品合规文化普及、宣贯、培训与考核

的方法，培育全员的合规文化意识，推进合规文化建

设与落地。

1.1.3能够完善和跟进食品合规文化的考核，不断加深

全员合规文化的意识。

1.2食品合规

管理义务

1.2.1 能够对各个岗位的合规管理责任和义务有清晰

的认知，并提升食品合规专业能力。

1.2.2 能够准确应用涉及的合规管理方面的法规及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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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2.3 能够制定本单位的合规管理计划和制度文件。

1.2.4 能够合理安排本单位的合规管理标准化工作。

1.3食品安全

监管框架建

立

1.3.1 能够准确区分各食品合规环节对应的行政主管

部门及分管部门的职责。

1.3.2 能够辨别和跟踪食品合规管理方面涉及的法律

法规的适用范围、效力等。

1.4食品法律

法规体系建

立

1.4.1 能够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法及实施条例的规定。

1.4.2 能够快速识别出对本单位业务产生影响的法规。

1.4.3 能够根据食品违法处罚与程序与食品相关行政

主管部门进行沟通与交流。

1.4.4 能够建立本单位的食品法律法规体系。

1.5食品标准

体系建立

1.5.1 能够辨别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

标准、企业标准等各层次标准的效力，能掌握标准发

展趋势。

1.5.2 能够运用标准对食品安全及质量进行规范性指

导。

1.5.3 能够按照规定的标准制修订程序，参与或主导各

层次、各类型标准的制修订。

1.5.4 能够建立本单位使用的食品标准体系。

1.6国际合规

监管体系建

立

1.6.1 能够查询国际组织的食品相关标准法规要求，识

别有效信息，并能进行参考转化。

1.6.2 能够熟悉国外监管框架，根据监管框架监控到有

效标准法规及政策并予以参考转化，或能据此调整本

单位出口方案。

2.合规管理

应用

2.1生产经营

资质合规管

理

2.1.1 能够根据食品生产经营的资质条件要求，依法取

得许可。

2.1.2 能够制定、管理生产经营资质文件。

2.2生产经营

合规要求

2.2.1 能够按照食品质量管理的要求完成工作，能够按

照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 22000 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认证、HACCP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认证等要

求进行工作安排，使企业顺利通过认证。

2.2.2 能够根据生产环境及条件合规法规文件，制定食

品生产经营场所的内外部环境、布局要求、厂房、设

施和设备等的具体要求。

2.2.3 能够在原辅料（包括食品添加剂）、化学品、虫

害等污染及风险控制各环节进行过程控制。

2.2.4 能够按照原辅料（包括食品添加剂）、半成品、

成品以及不合格品的贮存与交付要求完成工作，必要

时完成相应不合格品的追溯。

2.2.5 能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对生产经营

全过程进行合规性自查。

2.2.6 能够按照操作规范、工艺流程等内部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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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进行合规性检查。

2.2.7 能够积极参与监管机构及其他机构的合规管理

技能培训与交流，并有效进行内部人员合规管理技能

培训、交流与考核。

2.2.8 能够完成生产经营环节相关合规管理文件的制

定和管理。

2.2.9 能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例如应急管理、召回及

安全事件处理等。

2.3产品合规

管理

2.3.1能够有效进行食品配料合规性的判定及配方调

整的技术支持工作。

2.3.2 能够保证加工环境、硬件设施、卫生管理及工艺

流程的合规性，实施合理化改进并完善保障体系。

2.3.3 基于产品合规判定原则，能够保障产品品质合

规。

2.3.4 能够通过标签合规性基本要素的掌握，保证标签

合规。

2.3.5 能够通过合规判断原则，有效进行产品合规的判

定并制定改进措施，规避风险。

2.3.6 能够按照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

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等三品一标的认证要求统筹安排工

作。

2.4特殊食品

合规要求

2.4.1 能够正确判断特殊食品注册、备案等环节的必要

性。

2.4.2 能够根据特殊食品注册备案条件、申报流程，完

成特殊食品的注册、备案。

2.5进出口合

规管理

2.5.1 能够收集与研判进出口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信息。

2.5.2 能够根据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合规要求

完成境外生产企业的注册。

2.5.3 能够根据出口食品企业备案合规要求完成出口

食品企业的备案。

2.5.4 能够根据跨境电商合规要求完成进出口食品交

易。

3.合规管理

验证

3.1风险识别

与评估

3.1.1 能够根据食品风险监测、评估、交流的具体内容，

统筹安排各项常态化工作。

3.1.2 能够通过运用合规风险识别途径进行合规风险

评估及有效分级。

3.1.3 能够对评估的合规风险建立有效的防控体系。

3.1.4 能够制定并保持风险监测方案等有关风险评估

和应对合规风险措施的文件化信息。

3.2食品合规

监管

3.2.1 能够设计适当的制度和行为规范，建立风险管理

工作程序。

3.2.2 能够验证食品合规管理体系相关文件的科学性、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A0%E5%85%AC%E5%AE%B3%E5%86%9C%E4%BA%A7%E5%93%81/571552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BF%E8%89%B2%E9%A3%9F%E5%93%81/17821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9%E6%9C%BA%E5%86%9C%E4%BA%A7%E5%93%81/1026872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9%E6%9C%BA%E5%86%9C%E4%BA%A7%E5%93%81/1026872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9C%E4%BA%A7%E5%93%81%E5%9C%B0%E7%90%86%E6%A0%87%E5%BF%97/354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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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准确性和有效性，能够进行食品合规义务识别的确认、

食品合规风险控制措施的验证，并能够进行食品合规

管理体系的审核和管理评审。

3.2.3 能够根据监管结果调整食品合规管理体系。

3.3 合规演

练

3.3.1 能够根据召回、应急等模拟情况设计合规演练方

案。

3.3.2 能够及时发现演练中存在的问题。

3.3.3 能够根据演练中存在的问题持续性改进规范工

作，并对改进工作进行跟踪评价，确定本单位最优合

规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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