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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售食品监管新规解析(作者：唐志华、朱敏) 3 

2015 年 8 月 18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食药总局”）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关于4 

征求<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作为已于 2015 年 10 月 1 日开始生5 

效实施的《食品安全法》和《食品经营许可监督管理办法》的配套规章，《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办6 

法》（以下简称“《监管办法》”）开始公开征求意见，不仅表明了国家食药总局在食品安全领域不7 

断完善立法体系的持续努力，也反映了网售食品作为新型食品经营业态在公众消费和政府监管层面8 

的重要性。 9 

1) 《监管办法》的适用对象 10 

通过网络销售食品的经营主体相当多样，大致可以有食品生产企业、食品经营企业（批发和零11 

售）、没有线下实体门店的纯食品网商（如从事水果和生鲜派送的网络公司）以及销售自制食品的微12 

店。与网络食品经营相关的另外一个重要参与者是第三方网络平台提供者，如淘宝、天猫、一号店13 

和京东商城等。 14 

根据《监管办法》第 3 条规定，网络食品经营是指通过互联网销售食品（含食用农产品、食品15 

添加剂）的经营活动。第 8 条规定，网络食品经营者可以通过自行设立网站从事网络食品经营，也16 

可以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从事网络食品经营。根据这些规定，很显然，上述网络食品经营17 

主体都在《监管办法》的适用范围之内。 18 

从监管角度而言，网络食品经营者并非一个独特的食品经营者类别，与通过线下实体店运营的19 

食品经营者并无本质区别。两者只是经营平台或经营形式的不同，网络食品经营者不管是自行设立20 

平台还是通过第三方平台，均同线下食品经营者一样，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申请许可（如食21 

品经营许可证或酒类流通许可证）或办理备案（如部分省份出台的关于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食品22 

摊贩的地方性法规实施的公示卡制度）。 23 

也因此，《监管办法》并没有对网络食品经营者提出额外的准入要求，而只是结合网络食品经营24 

的特点作出了一些针对性的规定。例如，食品经营网站的建网要求（第 8 条）、向监管部门书面告知25 

网站信息和在网站首页公示主体信息的义务（第 9 条）、销售有保鲜、保温、冷藏或者冰冻等特殊要26 

求食品的配送要求（第 12 条）、无理由退货条款的提醒义务（第 18 条）等等。 27 

2)  “许可＋备案”的监管模式 28 

《监管办法》第七条规定，网络食品经营者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或者备案凭证。未取得29 

食品经营许可或者备案凭证的，不得从事网络食品经营活动。法律、法规规定不需要办理许可或者30 

备案的除外。但《监管办法》没有就需要申请许可、办理备案或者不需要办理许可或备案的具体情31 

形做进一步的明确规定。事实上这些规定散见在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之中。 32 

新法评述 



 

 

汉坤律师事务所北京上海深圳香港 

www.hankunlaw.com 

按照《食品安全法》第 35 条规定，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33 

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是，销售食用农产品，不需要取得许可。此外，按照 2009 年34 

原《食品安全法》及其监管实践，取得许可的食品生产者销售其生产的食品或餐饮服务提供者出售35 

其制作加工的食品，也不需要取得食品经营许可。 36 

《食品安全法》第 36 条规定，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等的具体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37 

直辖市制定。根据已就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作出地方性立法的 15 个省市样本来看，针对38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多实行登记或备案管理。 39 

因此，从现有立法来看，除了上述无需取得食品经营许可或实行登记（备案）管理的食品生产40 

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外，理论上其他所有的网络食品销售行为均需要取得经营许可。 41 

眼下通过微信公共号或朋友圈销售自制食品的“微商”或“创客”，大部分严格来讲可以归入42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的范畴，因此其网售食品行为按部分省份的地方立法只需进行登记或备案即43 

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事实上并非像有些媒体所渲染那样处于无法可依状态下的“监管真空”，44 

或者“朋友圈网售食品大限将至”，只是监管机构囿于执法资源不足以及此类食品网售行为的特殊45 

性，尚无法形成有效监管。 46 

3) 加重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的义务 47 

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针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负有实名登48 

记、许可证审查、违法行为报告和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等义务；未履行上述义务并使消费者49 

利益受到损害的，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或先行进行赔付。此外，消费者通过第三50 

方交易平台购买食品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第三方平台如不能提供入网食品经营者真实地址和51 

有效联系方式的，应当先行赔付。 52 

在《食品安全法》于 2015 年 10 月 1 日正式实施之前，为应对上述监管政策的变化，淘宝、天53 

猫和京东商城等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已经针对入网食品经营者更新或修订了食品经营资质备案或证照54 

审核的规则。 55 

除了《食品安全法》中已经明确的平台准入和法律责任的规定之外，《监管办法》对第三方平台56 

提供者在网站制度建设上提出了更加细化和具体的要求，包括一些鼓励性的规定。这些要求包括： 57 

(1) 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或者指定专职管理人员进行日常检查和报告（第 22 条）； 58 

(2) 信息数据证据保存义务（第 23 条）； 59 

(3) 食品召回义务（第 25 条）； 60 

(4) 鼓励引入第三方认证、评价或信息化管理等专业服务（第 26 条）； 61 

(5) 鼓励建立消费预赔金制度（第 28 条）等。 62 

4) 网售食品立法体系的构建 63 

目前与网售食品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有《食品安全法》和《食品经营许可监督管理办法》。64 

《食品安全法》第四章“食品生产经营”确立了食品经营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第 62条规定了“网络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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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的义务”，第 131 条规定了“网络食品交易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但66 

《食品安全法》对于自建网站从事食品经营的行为没有进行明确规定。 67 

《食品经营许可监督管理办法》则从许可管理的角度，对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进行了规定，并68 

将食品经营的主体业态分为食品销售经营者、餐饮服务经营者和单位食堂。 69 

而《监管办法》则切入一个更加细分的监管领域，即只针对食品销售中“通过互联网销售食品70 

（含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的经营活动”。 71 

另外，从经营者监管和消费者维权的角度而言，与网售食品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产品质量法》、72 

《侵权责任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国家工商总局于 2014 年颁布的《网络交易管理办法》。 73 

5) 食品药品网络经营行为分开监管 74 

2014 年 5 月国家食药总局曾发布《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互75 

联网食药监管办法》”），经过数次审议，该办法曾一度有望在 2015 年年初出台，但最终却不了了76 

之。 77 

《互联网食药监管办法》试图将食品（含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保健食品、药品、化妆品78 

和医疗器械进行“五位一体”的统一立法，但由于这些产品类别之间的明显差异，监管政策的多样79 

性，尤其是药品监管的特殊性，以及处方药网售是否开禁的巨大争议等，使得统一立法不仅在立法80 

技巧上形成极大挑战，立法通过之后的实施效果也被严重质疑。 81 

虽然国家食药总局一直未对《互联网食药监管办法》的下文给出任何明确说法，但《监管办法》82 

（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无疑表明了国家食药总局对食品和药品网络经营行为分开立法的明确态度。 83 

此外，据悉国家食药总局目前已经开始讨论《互联网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的立法工作。84 

由此，就国家食药总局管辖下五类产品的网络经营行为进行分开立法和监管，应该说已是十分确定85 

的趋势。 86 

 87 

2、 企业经营范围登记管理规定修订简述(作者：金文玉、林芳璐、汤羽翔) 88 

2015 年 8 月 27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布《企业经营范围登记管理规定》（“新规定”）89 

对原 2004 年的 7 月 1 日起生效实施的《企业经营范围登记管理规定》（“原规定”）进行了修订（“本90 

次修订”）。本次修订系为推进工商登记制度便利化，体现国务院关于“先证后照”、放宽工商登记91 

条件的工作要求。新规定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92 

1) 放宽企业经营范围登记用语 93 

新规定明确了企业经营范围由企业自主申请的原则，放宽了经营项目申请和登记用语范围。根94 

据新规定，企业可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大类、中类或小类自主选择经营范围表述用语，95 

对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表述不明确或未作记载的新兴行业或具体经营项目，企业可参照政策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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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行业习惯或者专业文献等提出申请，体现尊重企业意思自治、放宽工商登记条件改革的要求。 97 

2) 取消企业经营范围分类方式 98 

新规定取消了原规定“许可经营项目”和“一般经营项目”的经营范围分类方式，按照审批与99 

登记的先后顺序，将许可经营项目分为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前置许可经营项目和在登记后须经批准100 

方可开展的后置许可经营项目，以便更灵活地适应注册便利化的需要。 101 

3) 调整企业经营范围登记方式 102 

本次修订取消了对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经营期限的登记。此外，依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清理行政103 

审批事和放宽市场准入的原则，新规定明确前置许可经营项目凭证登记，除前置许可经营项目外的104 

其他项目，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有关政策文件、行业习惯和专业文献等直接登记。对于公105 

司登记的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在登记后须经批准的经营项目，即属于后置许可经营106 

项目的，登记机关应当在公司经营范围后标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107 

经营活动）”。 108 

4) 调整增加许可信息公示要求 109 

新规定明确要求企业应将行政许可取得以及变动信息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110 

具体情形包括： 111 

(1) 企业经营范围中包含许可经营项目的，应自取得批准文件、证件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112 

将批准文件、证件的名称、审批机关、批准内容、有效期限等事项通过企业信用信息113 

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114 

(2) 企业设立时申请的经营范围中包含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的，企业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20 个115 

工作日内向社会公示； 116 

(3) 如果批准文件、证件发生变更的，企业应当自批准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将有关117 

变更事项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118 

《企业经营范围登记管理规定》的修订是工商登记注册制度改革的组成部分，是继《公司法》、119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修改后的配套改革措施，充分尊重了企业自治权，放宽工商120 

登记条件、实现工商登记制度便利化的原则。工商登记注册改革是一项与企业及社会发展息息相关121 

的工程，涉及多方面多层次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调整、更新与完善，我们将持续追踪工商登记122 

注册制度改革相关法规与政策动态并及时与您分享。 123 

 124 

http://www.lawtime.cn/info/gongsi/


 

 

 

 

 

 

 

 

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专递》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法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发

展，上述有关信息不应被看作是特定事务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上述内容仅供参考。 

 

如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汉坤律师事务所的下列人员联系： 

 

 

 

 

 

 

 

 

 

 

 

 

 

 

 

 

 

 

 

 

 

 

香港分所 

电话：+0852 2820 5600 

地址：中国香港中环夏悫道 10号

和记大厦 20楼 2001-02室 

 

陈达飞 律师： 

电话：+0852-2820 5616 

Email：dafei.chen@hankunlaw.com 

 

 

联络我们 

特别声明 

北京总部 

电话：+86-10-8525 5500 

地址：中国北京市东长安街 1号东方广场办

公楼 C1座 906室 

邮编：100738 

 

陈容 律师： 

电话：+86-10-8525 5541 

Email：estella.chen@hankunlaw.com 

 

曹银石 律师： 

电话：+86-21-6080 0980 

Email：yinshi.cao@hankunlaw.com 

 

 

王哲 律师： 

电话：+86-755-3680 6518 

Email：jason.wang@hankunlaw.com 

 

上海分所 

电话：+86-21-6080 0909 

地址：中国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1266号恒

隆广场一期 5709室 

邮编：200040 

 

深圳分所 

电话：+86-755-3680 6500 

地址：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 1-1

号嘉里建设广场第三座 21层 03室 

邮编：518048 

 

 

 

 

Copyright © 2004-2015 Han Kun Law Offices All Rights Reserved 

 

mailto:ran.xu@hankunlaw.com
mailto:ran.xu@hankunlaw.com
mailto:ran.xu@hankunlaw.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