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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世界认可日强调认可对改善食品安全的作用

认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向企业、最终用户和监管部门提供保证：

认证机构、检验机构、检测实验室、校准实验室和医学实验室等合格评定机构

具备所需的技术能力和公正性。认可机构按照国际标准和相关要求对这些合格

评定机构的能力实施评审。

在食品领域，认可有助于改善食品安全。

继 2019 年世界认可日关注认可促进供应链提升价值的作用后，2020 年世

界认可日进一步聚焦于认可对改善食品安全的作用。

这一作用贯穿于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个食品供应链，帮助这条供应链中的食

品生产、加工、包装、储存、运输、零售、餐饮等各个环节建立层层保证。

这些保证体现在，认可机构按照全球范围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制定的标准，对检验机构、认证机构、实验室等合格评

定机构进行独立的评审，并对符合国际标准要求的合格评定机构予以认可，确

认它们有能力公正地在国际、国家和地方食品链的各个部分提供检验、认证、

检测等服务。

2020 年世界认可日 IAF/ILAC 主席联合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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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贸

易组织（WTO）发布联合声明，强调了食源性疾病造成的发病和死亡人数。通过

认可来提升食品供应链中的组织绩效，有助于为控制和预防食源性疾病提供支撑。

世界各国都利用认可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例如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农渔产品安全

局（PrimeSafe）在肉类和水产品监管中使用经过认可的认证服务，欧盟使用经

过认可的实验室来进行欧洲的食品安全检测，法国利用经过认可的检验服务来帮助

餐饮服务商提供更安全的食品。

2020 年世界认可日把“认可改善食品安全”作为主题，让人们看到认可在食

品安全领域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的贡献，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3：良好

健康与福祉。2020 年 6 月 7 日是第二个世界食品安全日 ，距 2020 年世界认可日

仅两天。世界食品安全日旨在强调安全食品的必要性。认可机构及其所认可的认证

机构、检验机构和实验室，始终致力于通过合格评定服务为交付更安全的食品提供

帮助。

2020 年 世 界 认 可 日 使 国 际 认 可 论 坛（www.iaf.nu）、 国 际 实 验 室 认

可 合 作 组 织（www.ilac.org） 及 其 成 员 能 够 向 世 界 展 示 认 可 在 帮 助 改 善 食

品 安 全 中 发 挥 的 作 用。IAF 和 ILAC 通 过“ 公 共 领 域 保 证” 网 站（https://

publicsectorassurance.org/topic-areas/food-safety-agriculture/）解

释了认可对改善食品安全的作用，包括具体的应用案例。

如需进一步了解 2020 年世界认可日有关情况，请联系您所在经济体的

认 可 机 构。 各 经 济 体 认 可 机 构 名 单 详 见 http://www.iaf.nu/articles/IAF_

MEMBERS_SIGNATORIES/4 和 https://ilac.org/ilac-membership/

更多的案例、研究和相关材料请见 https://publicsectorassurance.org/

topic-areas/health-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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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改善食品安全”
主题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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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改善食品安全

1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和世贸组织食品安全与贸易国际论坛的联合声明（2019 年 4 月 23 日至 24 日，日内瓦）

背景

对于世界各地的消费者而言，获得安全营养的食品

是保障他们健康和福祉的一项基本要求。食品安全这一

概念涵盖了为保证食品安全付出的所有实践。食品安全

依赖于食品供应链的所有参与者，包括农民、生产者、

零售商、餐饮服务提供者等。

食品的生产日益国际化，因为原料、产品或产品部

件可能来自世界各国，需要越来越多的证据来证明产品

符合进口国要求。此外，在减少食品浪费、节约清洁饮

用水等自然资源方面，食品生产者也面临着来自监管机

构的压力。食品生产商者可以利用检验检测认证机构的

服务，来监测和证明产品是否符合标准、法规等要求。

世界贸易组织（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中提到

的标准和认可，在贸易便利化中有着重要作用。 WTO

报告指出，在所讨论的贸易关注中，有 30％提及国际标

准化组织（ISO），12％提及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10％提及国际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ILAC）。因此，适

当地运用标准和经过认可的合格评定，有可能解决这些

贸易问题，实现工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赢。

2019 年 4 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

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贸易组织（WTO）1 发

表联合声明指出：“食源性疾病严重影响公共健康、食

品安全、社会生产，并加剧贫困，每年有近 6 亿人患各

种食源性疾病，约 42 万人死于各类食源性疾病，死者

中 30％为 5 岁以下的儿童。”

经过认可的合格评定活动有助于预防和应对不安全

食品和劣质食品造成的危害。

WTO 估计，全球每年因食用不安全食物

而损失的健康寿命为 3300 万年。

认可的作用

认可的目的是让市场确信合格评定机构

的运作符合公认的标准，这对市场至关重要。

认可过程从公共利益出发，来证实合格评定

机构的技术能力情况。

合格评定是对所提供的产品确实符合规

定要求的证实。合格评定可应用于产品、服

务、体系、人员等认证活动，以及检测、检

验等活动。

为欧洲食品供应链安全提供支撑

欧盟法规 2017/625 利用认可来为欧洲食

品安全提供支撑。该法规第 37 条要求承担官

方控制任务的实验室须依据 ISO/IEC 17025

获得认可。该法规覆盖了整个食品供应链，针

对欺诈行为的处理制定了更为具体的规则，包

括成员国有义务进行常规或不定期检查，以确

保整个食品供应链的诚信和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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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ILAC MRA 签约认可机构

102
 IAF  MLA 签约认可机构

72

 经过 GFSI 比对的

认证方案所认证的场所

80,000

检验机构

10,500
实验室

76,500
认证机构

8,400
能力验证提供者

400

 与食品有关的 ISO 标准

1,600
 ISO 22000 认证证书

32,000
获得 IAF 和 ILAC 承认的

区域认可合作组织

5

检测和校准
经过认可的食品实验室开展范围广泛的化学和微生物检测，以

及包装和环境检测、感官分析、植物健康和兽医微生物学等方面的

检测。

认证
经过认可的认证机构可以对整个食品供应链中的食品和饲料

生产加工场所进行审核，包括农场、生产者、餐馆以及零售场所等。

IAF（国际认可论坛）成员认可机构对许多国家及国际性的食品

安全认证方案进行认可，例如：FSSC 22000 食品安全体系认证，

全球良好农业规范（GLOBALG.A.P）综合农业保证（IFA）认

证方案，国际食品标准（IFS）认证，印度的农业与加工食品出口

认证（APEDA）和 ISO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已有三个

与食品相关的认证方案经 IAF 严格审查后被纳入 IAF 互认协议范围

内，即 ISO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GLOBALG.A.P IFA

和欧洲特殊饲料成分饲料安全和质量管理体系认证（FAMI-QS）。

检验
经过认可的检验机构为食品行业提供检验服务，例如装运前检

验、工厂卫生检验、肉类和屠宰场检验。

能力验证
能力验证提供者（PTP）依据国际标准 ISO/IEC 17043 建立

和实施能力验证方案。食品加工和生产行业广泛使用能力验证来保

证和提升食品检测的质量，确保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认证方案

全球食品安全倡议（GFSI）通

过确保经过 GFSI 比对和承认的各

认证方案相互接受彼此的认证结果，

推动整个食品行业实现“一次认证，

全球承认”， 简化认证程序，提高

食品安全和商业效率。这种模式减

少了重复审核造成的低效率，有助

于减少贸易壁垒。GFSI 对认证方案

的比对过程是目前全球食品行业中

得到最广泛承认的模式。

饲料安全认证方案

欧洲特殊饲料成分饲料安全和

质量管理体系（FAMI-QS）针对

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和饲料企业的

原料供应商，认证范围覆盖了所有

原料，以确保整个食品生产链的安

全和良好卫生条件。FAMI-QS 评

审为饲料原料生产者和发展中经济

体的供应商提供了证明其生产过程

安全性的机会。

中国认可为食品安全提供支撑

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发布实施的 2002 年第 3 号公告《食品生产企业危害分析与关键控

制点（HACCP）管理体系认证管理规定》第 9 条要求：“从事 HACCP 管理体系认证的机构，应当获得国家认监委

的批准，并按有关规定取得国家认可机构的资格认可。”截至 2019 年底，中国在食品行业已颁发 12 万张证书，涉及

数万家食品企业，其中超过 1.1 万家食品生产企业获得了 HACCP 管理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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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供应链中的认可

农作物种植和动物饲养

运输 加工和包装

配送

仓储分销

运输 零售

餐饮

ISO/IEC 17025 获认可的检测实验室

对生鲜食品、饲料、农药和抗生素残留、

植物健康、疫苗、疾病控制和动物副产

品等进行化学和微生物检测，确保食品

质量和安全。

ISO/IEC 17020 获认可

的检验机构

检查道路状况和动物保护

情况。

ISO/IEC 17025 获认可的检测实验室

实验室对原材料和最终产品进行化学和微

生物检测。

ISO/IEC 17065 获认可的产品认证机构

检查企业是否符合食品和包装标准的要

求。

ISO/IEC 17020 获认可的检验机构

货物装船前检验

车辆检验

飞机定期检验

ISO/IEC 17021-1 获认可的管理体

系认证机构

第三方认证机构依据 ISO 9001、ISO 

22000 等标准对食品经销商的质量管

理体系进行认证。

ISO/IEC 17025 获认可的检测实验室

专业实验室对食品存储和安全运输的软件管理

进行检测和验证。

ISO/IEC 17025 获认可的检测

实验室

检测原料、添加剂和营养成分的

安全性和有效性。
ISO/IEC 17020 获认可的检验机构

食品加工和卫生标准检验。

ISO/IEC 17021-1 获认可的管理体系认

证机构

依据 ISO 9001 和食品质量认证方案的要

求对餐饮企业的管理体系进行认证。

ISO/IEC 17065 获认可的产品认证机构

对食品配送服务进行食品搬运和送货的安全认

证。

ISO / IEC 17020 获认可的检验机构

仓储设施检验。

ISO/IEC 17021-1 获认可的管理体系

认证机构

第三方认证机构对食品企业的管理体系进

行审核和认证。

ISO/IEC 17020 获认可的检验机构

检查农场是否符合卫生标准、动物福利

和疾病控制的要求。

ISO/IEC 17065 获认可的产品认证机构

检查企业是否符合食品认证方案（如有

机食品标准认证）的要求。

食品生产涉及复杂的供应链和过程，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合格评定活动进行认可。许多食品认证方案要

求对农作物种植、动物饲料的生产以及与采购、收割和屠宰有关的作业进行认证。行业和监管机构要求对储

存、加工处理、包装、分销等活动进行检验和抽样检测。对商店的服务、过程和管理体系的认证有利于零售

条件下的食品存储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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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依靠获认可的实验室检测食品中的放射性水平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东部大地震造成的食品放

射性污染问题凸显了按照国际标准对实验室进行认可的

重要性。日本农林水产省（MAFF）的公告指出，经过

ISO / IEC 17025 认可的实验室是对食品中放射性物质

实施检测的可靠机构。 

ILAC 的认可机构间多边互认协议的目的是向相关

方保证，不同经济体认可机构作出的认可决定都是等效

的，经过认可的实验室遵循相同的运作标准，从而促进

经过认可的实验室出具的检测报告在不同经济体都得到

接受，以便利食品贸易，降低合格评定成本。

经过认可的检验服务为法国餐饮业食品安全提供支撑

欧盟 2017/625 号法规开辟了新的食品安全检验方式。按照法规要求，法国在

整个食品供应链中通过官方授权的检验机构来确认餐饮设施符合要求的程度，并于

2016 年 5 月发布了 NF V01-015 餐饮服务设施卫生水平检验标准。

法规还规定了在食品安全官方检验框架内主管部门采用检验结果的程度。对检验

机构的认可将有助于确保高水平的卫生标准，直接起到保护消费者的作用。

经过认可的检测服务为英国肉类产品出口打开市场

现在，英国出产的分割牛肉和加工牛肉经过检测

批准后可顺利出口到加拿大，这得益于英国的农业和园

艺发展委员会（AHDB）、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门

（Defra）、食品标准局（FSA）、英国出口认证伙伴

公司（UKECP）、苏格兰优质肉类产品协会和威尔士

肉类产品促进会等机构共同达成的一项协议。根据协议，

英国政府要求由经过英国认可机构（UKAS）认可的检

测实验室按照加拿大主管部门规定的微生物标准对出口

牛肉进行检测，一经检测合格即可发运。

为采购管理者提供支持

保障全球食品供应链安全

由于食品安全危害可能出现在食品供应链的任何阶段，食品供应链中的每个企业都必须采取足够的危害

控制措施。事实上，只有通过政府部门、生产者、零售商和最终消费者各方的共同努力才能确保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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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可持续发展目标和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许多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的实现，特别是那些与消除

饥饿和贫困、促进健康和福祉有关的目标。健康饮食实现的前提是食物可以安全食用，并且消费者需要提高

意识。为了给日益增加的世界人口提供所需食物，需要实现农业增长和转型，而食品安全是其中的一个关键

问题。食品安全对于国家粮食体系的现代化以及一个国家能否有效融入区域和国际市场也至关重要。

食源性疾病（FBD）是影响贫困人群健康的主要原因之一，与之有关的成本包括工

作时间的损失、现金支出的增加、牲畜及其他资产的贬值等。依据 ISO/IEC 17020 获得

认可的检验机构在食品供应链的不同阶段对食品安全和卫生水平进行探查；依据 ISO/IEC 

17025 获得认可的检测实验室对从食品供应链中取得的样品进行测试。

食源性疾病给全球卫生体系造成的负担与疟疾、艾滋病及结核病相当。最易患食源性疾

病的是婴儿、孕妇、老年人及免疫系统缺陷等人群。ISO 15189 医学实验室认可可以促进

医疗服务的改进，使食源性疾病患者得到更好的救治。 

依据 ISO/IEC 17021-1 获得认可的管理体系认证机构对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实施审核，

可以确保食品安全的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在食品供应链的不同阶段得到良好

的记录、实施和监控。

依据 ISO/IEC 17065 获得认可的产品认证机构对食品是否符合国家和国际性的食品安

全方案的要求进行检查。

食品的安全与营养之间存在多种复杂的相互作用。例如，毒素可能直接导致营养不良，

一些最有营养的食物却又最可能导致食源性疾病，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可能导致消费者放弃食

用有营养的食物。依据 ISO/IEC 17065 获得认可的产品认证机构对各种食品的生产和供应

链进行审核，以确保符合当地标准和国际标准（比如通过 GFSI 比对的标准）。

认可支持与食品安全相关的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无贫穷 

零饥饿

良好健康与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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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的食品市场为许多人提供了生计和摆脱贫困循环的机会。预防食源性疾病可以让员

工健康工作，更有机会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依据ISO/IEC 17024获得认可的人员认证机构，

可以对员工的能力进行评估，并为雇主选择胜任的人员提供可靠工具。通过 GFSI 比对的食

品安全认证方案获得了世界主要零售商的承认，为食品加工商和制造商提供了进入出口市场

的渠道。

食品和饮料行业的工业化可以持续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社会生产率，许多国家在这方面

有着很大潜力。食品行业基础设施的薄弱，包括合格评定服务的欠缺，造成市场狭小、就业

不足、信息闭塞和培训滞后等问题，严重阻碍业务的发展。

质量基础设施可以积极促进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的实现。经认可的合格评定服务可以

为提高食品行业技术能力和发展可持续、适应力强的基础设施提供支持。

数以亿计的人在城市中从事与农业和食品相关的服务

工作。充满活力的传统食品市场和街头小吃为文化、旅游

和宜居城市作出了重要贡献。食品检验服务可以保护消费

者，并让市场经营者确保其业务的可持续性。

缺乏清洁用水会增加食物不安全的风险，因为传染性食源性疾病可以通过水传

播。在食品生产中不当使用化学物质可能造成水源的污染。依据 ISO/IEC 17025

获得认可的实验室采用国际公认的检测方法进行环境、化学和微生物检测，以帮助

改善水质。

印度食品局使用认可提高标准

印度食品安全与标准局（FSSAI）依靠印

度认证机构国家认可委员会（NABCB）的认可

来提高食品生产的标准。FSSAI 制定了第三方

审核法规，并规定由 NABCB 对食品安全审核

机构进行认可。中央政府或邦政府的主管部门

可以减少对经审核符合标准的食品企业的检查

频次，从而减轻政府行政检查的负担，鼓励食

品企业自觉遵守法规要求，提高市场效率。

清洁饮水和
卫生设施

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

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可持续城市与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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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为安全食品的全球贸易提供支持

食品安全对于营养安全、人类发展，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经济和国际贸易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全球食

品贸易总额达到 1.5 万亿美元（来源：WTO），并且越来越复杂和高度关联。

国际认可论坛多边互认协议（IAF MLA）和国际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多边互认协议（ILAC MRA）的目的是，

通过对合格评定活动的技术能力和公正性进行评审，为使用者提供对数据和证书的信心。签署了 IAF 或 ILAC

多边互认协议的认可机构在其互认范围内颁发的认可证书将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承认，从而为业界和消费者提升

价值、降低成本。

由上述签约机构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所出具的检测结果、检验报告、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产品（包含过程

和服务）认证证书、人员认证证书、审定 / 核查报告或其他合格评定结果，在国际贸易中得到信赖。IAF MLA

和 ILAC MRA 为消除贸易壁垒，促进自由贸易作出了贡献。IAF 与 ILAC 共同致力于以最有效的方式建立统一

的国际认可体系，以最终实现“一次认可，全球通行”的愿景。

墨 西 哥 国 家 卫 生、 食 品 安 全 与 食 品 质 量 服 务

局（SENASICA）与墨西哥认可中心（EMA）开展

合作，共同促进相关程序、要求和相关认可活动的标

准化与协调，在认证机构、检验机构及检测实验室的

批准方面进行协调。认可提升了墨西哥农产品的竞争

能力和国际声望，由此带来的出口增长高达 6.2%。

认可为合格评定结果的可信性提供保证，从而有效促

进了出口。

认可提升墨西哥农产品行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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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WTO）报告称，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全球食品贸易增长了 3 倍。无论是作为进口方还是出

口方，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食品贸易中都日渐活跃。与此同时，全球农业价值链也变得愈加复杂。农产品的种

植地、加工地和消费地常常分布于不同国家。这些变化一方面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数量更多、种类更全的食品，

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他们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以及为使产品合规而支付额外成本的关注。

无论是本地作物还是进口食品，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要求合情合理。因此，对食品行业以及检测、检验、

认证服务所采用的国际食品安全标准进行完善变得更加重要。

在贸易过程中，每节约 1% 的交易成本预计会为全球贸易带来 430 亿美元的收益。对于包括生鲜食品在内

的易腐产品而言，这一收益会更加显著。（援引自 2019 年 4 月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贸易组

织联合声明）

从田地到餐桌的一整条食品链中，由于污染而可能导致的疾病种类超过 200 种。如何保证食品的安全性和

可持续性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认可为食品安全和预防相关犯罪

提供支持

在欧洲，为应对马肉丑闻，英国

政府发布报告称，经过认可的检测、

检验和认证服务是一种确保食品可信

性和预防食品相关犯罪的机制。

美国监管机构使用认可监督进口食品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将认可作为监管进口食品安全性的手段。认可机构在获得 FDA 承认后，获

其认可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可以对国外食品生产方（含农场）及其出产的包括食品和饲料在内的产品开展食品安全审核，

并签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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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认可的合格评定服务

可以减轻经济和公共卫生负担

世界银行
ISO 国际标准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银行指南

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关于避免不安全

食品负担的指南。该指南认为，通过在食品价值链的不

同节点（包括传统的食品生产和分销渠道）采取实用的

但通常是低成本的措施，并对合格评定基础设施做出改

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不安全食品的负担。指南还

认为，中低收入国家的食品行业缺乏有效的认证和认可

机制是影响其食品安全能力的问题之一。

该指南强调，有必要确保食品检测实验室体系能够

获得国际承认、形成一个有效的网络，并具有财务可持

续性。在对检测能力进行投资时，应当密切关注质量控

制，这可以通过能力验证、人员培训以及认可来实现。

食品安全领域的合格评定活动基于食品安全相

关的国际标准和方案。

ISO 为食品生产行业制定了 1600 多个标准，

旨在建立对食品的信心，改进农业生产方法并促进

可持续和符合道德标准的采购。（www.iso.org）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食源性疾病

负担的估算报告

世卫组织在 2015 年发布的“全球食

源性疾病负担的估算报告”是其首次在全

球范围内进行范围广泛的研究。这项研究

不仅强调了食源性疾病的影响，而且还强调了为解决这

一问题采取行动的必要性。

中低收入国家受影响最大

中低收入经济体与食源性疾病相关的经济损失约为

每年 952 亿美元。这其中，中高收入经济体占 508 亿

美元，占总数的 53％。中低收入经济体占 406 亿美元

（43％），低收入经济体占 38 亿美元（4％）。

（日内瓦国际食品安全与贸易论坛）

波兰消费者使用认可手段应对旋毛虫病侵害

旋毛虫监测计划涵盖了波兰生产的猪肉和鹿肉。

根据法律要求，易患旋毛虫病的物种必须接受强制性

检测，其中涉及猪，野猪和马肉等。

对旋毛虫病诊断涉及实验室的认可使获得可靠的

检测结果成为可能。实验室制定和实施的程序不仅使

人们对检测结果更有信心，还有助于确保它们之间的

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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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肉类产品安全提供支撑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农渔产品安全局 (PrimeSafe) 负责监管肉类、水产品和宠物食品安全。PrimeSafe 利用食

品安全管理方案（FSMS）来监管企业是否符合《1993 年维多利亚州肉产品行业法》《2015 年维多利亚州肉产品

行业条例》《2003 年水产品安全法》《2014 年水产品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在该方案下，经过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联合认可体系（JAS-ANZ）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对生产企业是否符合规定标准进行审核。

许多关于食源性疾病大暴发或食品掺假丑闻的案例研究均表明，使用经认可的合格评定服务可以使

世界上许多国家从被动应对转变为主动预防。投资建设良好的合格评定基础设施符合世界银行提出的在

预防方面进行持续投资的建议，包括建立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管理核心能力，以及对从农场到餐桌各个环

节的参与者进行激励和授权，使他们负责任地行事，并关注消费者的健康。

食源性疾病负担巨大

每年食源性疾病造成：

食源性疾病是可以预防的
每个人都要发挥作用

食源性疾病可能是致命的，特别是对于 5 岁以下儿童

几乎 1/10 人口患病

420000 例死亡
食源性疾病死亡人数的
1/3 为儿童

3300 万年健康生命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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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认可日

2020 年 6 月 9 日

寻找供应商
国际认可论坛的全球管理体系认证数据库“ CertSearch”于 2019 年 9 月在 ILAC 和 IAF 联合大

会期间上线使用。该数据库是支持采购管理人员的工具。该平台目前包含了约 40 万张经过认可的管理

体系认证证书，可以让采购方查询潜在供应商是否持有经过认可的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它还将有助于

区分颁发证书的管理体系认证机构是否获得了认可，并验证证书的真实性。CertSearch 网址：www.

iafcertsearch.org

更多信息
认可是一个全球公认的工具，不仅可以评估和控制企业内部运作的风险，还可以评估和控制企业提

供给市场的产品和服务。这种方式让监管机构、采购方和员工能够相信，认可让世界更安全。

公共领域保证网站（https://publicsectorance.org/topic-areas/foodsafet-agture/）提供了大量

关于认可为食品安全政策提供支持的研究、案例研究和背景信息。

业界实效网站（www.businessbenefits.org）提供了企业如何从标准和认可获益的实例。

ILAC 秘书处

Phone: +612 9736 8374 

Email: ilac@nata.com.au 

Website: www.ilac.org

IAF 秘书处

Phone: +1 (613) 454 8159 

Email: iaf@iaf.nu

Website: www.iaf.nu

@ILAC_Official

www.ILAC.org

international-accreditation-forum-inc

@IAF_Global

www.IAF.nu

http://www.publicsectorassurance.org

http://www.business-benefits.org

https://www.youtube.com/user/IAFandIL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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