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食品安全监督员的指导要求

食品安全监督员
为什么食品安全监督员的作用重大？
新州的相关食品法要求餐饮招待业
（hospitality）和食品零售服务业的特定
食品商家指定至少一名经过培训的食品
安全监督员。
食品安全员的工作目标，是防止因处理、
制备食物不当而导致人们食物中毒。
统计数据显示，在新州，零售食品商家处
理食品不当引发的疾病占食源性疾病总
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每年给社区带来数
亿澳元的医疗保健开支和连带的收入损
失。
指定一名食品安全监督员，可以在加工
现场更好地维护食品商家的食品安全，
也让新州的消费者在外出就餐或购买食
品时更加放心。

哪些商家需要食品安全监督
员？
在零售层级加工或销售食品的企业都需要
指定一名食品安全监督员，例如：
•

即食食品，

•

存在潜在风险（需要控制温度）的食
品；及

•

拆开供应商的原包装出售、供应的食
品。

经营商家包括：
•

餐厅

•

咖啡馆

•

外卖店

•

团餐机构（例如在固定地点加工、供应
食品）

•

流动团餐服务（例如将食物加工并运输
到多地）

•

烘焙店

•

酒馆

•

俱乐部

•

酒店

•

临时经营场所（如美食市场摊位）

•

流动食品小贩（如在餐车上加工出售
食品）

•

超市热食柜台（如热的熟鸡）

一些食品商家不需要指定食品安
全监督员。详见食品管理局网站
foodauthority.nsw.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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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食品安全监督员？
食品安全监督员是指：
•

经过培训的专门人员，负责识别并预防零售食品业
中食品处理的相关风险。

•

持有当前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督员证书（不超过五
年）

•

不担任其它食品场所或流动食品服务的食品安全
监督员，以及

•

能够在安全食品加工方面培训和监督其他从业人
员。

一个企业需要多少名食品安全监督
员？
商家在每个经营场所需要至少指定一名食品安全监督
员。也可以根据需要，在同一场所安排一名以上监督
员。
有多处经营场所的商家，不能只指定一名监督员负责
所有经营场所。必须为每处场所分别指定一名监督
员。
例如：一家卖鸡的连锁店在新州开了多家分店。就需
要给每家店指定一名专门的食品安全监督员。

流动团餐服务商不必为到场的每一地点指定监督员，
但必须为流动团餐业务指定至少一名监督员。
例如：一个流动团餐服务商同一天要去不同的地点，
给多场活动提供食品服务。团餐服务商不需要给每个
地点指派一名食品安全监督员，只需要安排一名监督
员负责管理团餐业务即可。

谁能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
食品安全监督员由食品经营者提名，可以是业主本
人、经理、雇员（如厨师）或外聘的承办商（如通过
签订合同，配合商家承办食品服务的人），但须达到
上页所述的标准。对于小商家，由业主本人担任食
品安全监督员比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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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监督员必须一直在业务现
场吗？
不必，但最好是随时在食物的处理场所。如果监督
员不在（如不值班、在休假、生病），企业仍然要采
取措施保证食品安全。为此食品安全监督员可以采
取以下方式做到：

食品处理人员
•

必须具备与其所做的食品工作相关的技能和知识，
以此保证食品安全（例如，厨师的食品安全技能和
知识需要高于服务员或厨工）

食品安全监督员
•

由企业主指定并在其指导下工作

•

给其他员工宣讲食品安全知识

•

监督企业的食品加工操作，确保安全进行

•

招贴食品安全信息的公告牌和海报

•

要熟悉企业的总体食品安全流程，因为所有员工
都需要遵守这套流程

•

制定工作守则，让员工能够遵循以便持续安全地处
理食物

经营时间较长的大商家可以指定数人接受培训，
并正式任命为食品安全监督员，以便轮流值班和休
假。

何时需要指定食品安全监督员？
从处理和销售食品那一刻起，企业就必须指定一名
食品安全监督员。

食品安全监督员离岗怎么办？
企业经营者必须在该监督员离岗或停止担任监督职
务后的30个营业日内（即食品加工和销售的天数）
任命一名新的监督员。

是否只有食品安全监督员负责食品商
家的食品安全？
不是。在食品业工作的每个人都有责任安全地处理
食品。

企业主/经营者
•

要建立有效的食品安全规程

•

要将开办食品业务的情况通报当地议会

•

要确保业务符合《食品标准规范》（Food
Standards Code）和其它食品安全要求

•

要指定食品安全监督员

•

如果确实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在当时要继续承担维
护食品安全的责任

•

要确保时刻在经营场所保存一份食品安全监督员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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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监督员更名，或者监督证损
坏、遗失怎么办？
食品安全监督员的联系方式（如姓名）如果发生
变化，应首先与签发原监督证的注册培训机构
（RTO）联系，请求签发新的证书。此时，监督员
需要咨询RTO应该提交哪些材料才能重新签发证
书。
如果食品监督员证书丢失或损坏，颁发证书的RTO
可以补发证书。如果签发证书的RTO停止运营或不
再符合食品安全监督员认证计划的批准规定，那么
食品管理局可以补发证书。
企业和食品安全监督员应尽快补回监督员证书，因
为法律要求所有需要食品安全监督员的企业都必须
在经营场所保留一份证书副本。
注：补发食品安全监督证RTO可能会收费。费用由
RTO而非食品管理局设定。

食品安全监督员证书
顺利达到培训要求后，由有资质
的获准RTO颁发考核成绩单和食
品安全监督员证书。

Food Safety Supervisor
Certificate

SA
M
PL
E

食品安全监督员证书写明持证人
有资格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
监督证自签发之日起有效期为五
年。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Firstname Lastname

H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required units of competency to be
appointed as a Food Safety Supervisor under the Food Act 2003

法律规定，所有企业都必须在经
营场所保留一份食品安全监督员
证书的副本，并须在受权执法人
员的要求下出示证书以供检查。
食品管理局敦促企业展示食品安
全监督员证书。

Issued by

[insert RTO Name] or [insert NSW Food Authority]

Authorised Officer on behalf of the NSW Food Authority

CERTIFICATE NUMBER:
DATE ISSUED:

REFRESHER DUE:

对不遵守规定的处罚
如果企业违反两项规定将受处罚。
针对以下任一项违规行为，发出
的罚款通知单为对个人（如个体
商户）最高罚款330澳元，对注册
公司最高罚款660澳元。
严重违规的情况下也可能遭到
起诉。请参阅《 2003年新州食品
法 》中适用的最高处罚。

未指定食品安全监督员
在原监督员停止担任该职务
后的30天内，商家没有在各
个经营场所（或每个流动团
餐业务）分别指定至少一名
食品安全监督员

未在经营场所保存食品安
全监督员证书副本并出示
以供检查
商家未在经营场所保存一
份食品安全监督员证书的副
本，和未在受权执法人员的
要求下出示证书以供检查。

5

培训要求
食品安全监督员需完成职业教育与培训（VET）体系规定的能力培训单元课程，并持当前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督员证
书。相关法规还要求每五年进行一次重新认证培训。
食品安全监督员必须完成两个酒店旅游招待业（hospitality）课程单元或一个零售业课程单元，具体如下。
食品业

原能力培训课
程单元代码

原能力培训课程单元名称

酒店旅游招
待与零售食品
服务

两个酒店旅游招待课程单元：

当前能力培训
课程单元代码

当前能力培训课程单元名称

SITXFSA101

遵守工作场所卫生规程

SITXFSA001

遵守卫生习惯确保食品安全

SITXFSA201

执行食品安全规程

SITXFSA002

采取安全食品处理措施

实行零售食品安全守则

SIRRFSA001

零售环境的食品安全处理

或者
一个零售课程
单元：
SIRRFSA001A

企业应选择与直接关联其业务类型的能力培训课程（例如，快餐连锁店属于零售类，餐馆或咖啡馆属于酒店旅游招
待类）。
不要求食品安全监督员修读超出上述基础能力培训的课程。
能力培训课程必须包含新州食品管理局确定并在官方网站上列出的重点培训内容。其中包括过敏原管理、清洁与消
毒，以及安全处理生蛋。此类培训内容针对零售和酒店旅游招待业常见的高风险食品安全问题专门制定。

食品安全监督员在哪里接受培训？

培训如何进行，需要多长时间？

仅在食品管理局批准的注册培训机构（RTO）接受培
训可获得认可。

食品安全监督员的培训一般可在一天内完成（面对
面培训）。然而，课程时长取决于获准RTO的授课方
式。RTO必须在学员顺利通过课程后10个工作日内颁
发食品安全监督员证书。

食品管理局的官方网站上公布了获准培训食品安全监
督员并签发食品安全监督员证书的注册培训机构。企
业也可以联系当地议会，了解就近的获认可的RTO培
训点。

什么是RTO？
注册培训机构（RTO）是在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主管
教育培训的部门登记，提供全国认可的培训课程，和/
或通过考核颁发全国认可的资格证书的机构。
RTO可以是政府部门、技术与教育学院、成人和社区
教育机构、私人培训机构、社区组织、学校、高等教育
机构、行业团体，或其它符合登记要求的组织。

提供的各种授课方式包括：
•

面对面授课

•

在线授课

•

工作场所授课

•

函授

•

以上的组合方式

对于英语不是第一语言的人来说，有一些方式可选。
企业应该联系RTO，了解其提供哪些服务，再根据自
己的需求寻找最合适的培训方式。

培训要花多少钱？
培训的课程费用由RTO各自设定。RTO负责颁发食品
安全监督员证书，颁证收费不能超过30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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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监督员培训与一般的食品
安全技能和知识培训有何不同？

职责概述

作为一项强制规定，要求所有食品加工人员具备与职
务相应的一般食品处理技能和知识。这是《食品标准
规范》中的规定。
食品安全监督员培训属于“认证”培训，因为它直接与
全国认可的职业教育与培训(VET）体系中对应的资质
绑定。
作为一项额外要求，个别酒店旅游招待和零售食品服
务领域的商家至少要有一名经过培训的食品安全监督
员。但这不能取代目前关于所有食品加工人员必须具
备一般食品处理技能和知识的强制性要求。
新州的食品安全监督员能力培训加入了比其它州（昆
州和维州）对食品安全监督员的要求更多的重点补充
内容。

原来的培训能得到认可吗？
食品管理局也认可申请日期距离取得证书的日期不超
出五年者。满足上述条件者可向食品管理局申请食品
安全监督员证书。符合证书签发条件者不必重新培
训。请查看食品管理局网站，确定您是否符合条件。
因过去的培训符合食品安全证书签发资格者，必须向
食品管理局提交食品安全监督员证书申请表，连带培
训成绩单的核证副本，并缴纳30澳元的手续费。食品
安全监督员证书申请表可从食品管理局网站下载，或
拨打食品管理局热线索取。

商家的职责
每个经营场所（或每个流动团餐商家）须至少
指定一名经过培训的食品安全监督员。
确保食品安全监督员取得食品安全监督员证书
（完成食品安全监督员培训或提交食品安全监
督员证书申请表）。
在经营场所随时保存一份食品安全监督员证
书副本。
确保食品安全监督员证书有效（既不超过五
年）。

地方议会的职责
对食品商家进行例行检查时，授权执法人员可
要求查验食品安全监督员证书的副本。

RTO的职责
经新州食品管理局批准，提供食品安全监督员
培训并颁发食品安全监督员证书。
遵守食品管理局的批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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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步骤
要满足食品安全监督员的相关要求，商家须遵循以下步骤。

确定您的业务是否需要食品安全监督员

选择合适的人担任您企业的食品安全监督员

食品安全监督员通过所需的能力课程培训（完成培训单元或提交食
品安全监督员证名申请表）

食品安全监督员领取培训成绩单和食品安全监督员证书。将一份副
本保存在经营场所内

五年到期后，食品安全监督员需要进行重新培训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当地议会或新州食品管理局
网址：foodauthority.nsw.gov.au 热线：1300 552 406 电邮：food.contact@dpi.nsw.gov.au
NSW/FA/FI375/2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