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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务来源及说明 

依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局（部）文件供销科标字[2016]37 号《关于下达 2016 年度

（第二批）供销合作行业标准制定项目计划》，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北京商业机械研究

所负责起草。本标准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科技教育部归口，计划于 2017 年底完成。 

2. 目的和意义 

随着人们对农产品的质量需求越来越高，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近年来，农产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如剧毒农药的使用、生物激素及农药的大量应用等。农

产品质量安全不仅影响生产者及销售者的信誉，造成消费者的损失，还影响着整个行业的信

誉度及发展。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后，如何有效地追溯到发生源成为重点和难题，追

溯体系的建立作为有利手段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许多国家的标准及法律法规中，农产品质量追溯作为强制性要求被实施。农产品质量

追溯实施的目的和意义在于通过对农产品在整个供应链中的生产流通信息的记录，达到预防

疾病、保障安全健康消费的目的。 

十几年来，国内外农产品追溯相关法律法规逐渐颁布，如欧盟的《食品基本法》规定上

市农产品必须具备可追溯性，否则不予销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对农产品生产加工等环节均有相关规定。2004 年《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国发[2004]23 号）提出了“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测制度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近几年，我国先后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

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中发[2008]1 号）、《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办发〔2015〕95 号）、《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中发〔2016〕1

号）等文件，对农产品质量追溯进行了不断的完善和加强。此外，我国相关的标准也屡见不

鲜，为农产品在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的追溯跟踪提供了可实施的方案。 

农产品质量安全涉及生产、加工、运输、包装、仓储、销售等多个环节，而处于源头的

生产环节在控制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农场关于农产品生产、仓储等

环节追溯体系的建立便于监管部门及农场管理者对农场进行管理，可为农产品的质量追溯、

产品召回提供依据，保障消费者权益。本标准着眼于农产品流通链的前期——农场的生产、

收获、仓储等环节，从可实施性角度，明确规范了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原则、目

标、设计、实施等多项内容及追溯信息记录的要求、内容和管理，为农场具体实施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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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提供指导和方法。                          

3. 标准编制过程 

标准的编制过程如下： 

3.1 制定工作计划 

2017 年 7 月接到总社下达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场质量追溯要求》标准制定任务

后，北京商业机械研究所成立了标准起草组，按标准制定了工作计划并开始实施。 

3.2 资料收集与整理 

收集、查阅农产品生产现状、农产品生产关键控制点、国内外农产品追溯现状以及追溯

技术相关的文献、研究报告、标准以及法律法规等材料，并对其进行整理、探讨及分析，为

标准的编写制订提供了参考和理论支撑。 

3.3 农场质量追溯状况调研 

以收集整理的参考文献、标准为理论依据，结合实际情况，以农产品质量追溯过程中的

关键控制点信息记录为主要调研内容，以少量开放性问题为辅助内容，设置调查问卷，并对

国内多家农场进行了实地考察和问卷调研。此外，通过与国内专业人员咨询、探讨，对国内

农场农产品质量追溯现状有了基本了解，为标准的编写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3.4 标准的起草 

在理论知识和实践调研的基础上，根据现今我国农场质量追溯现状，标准起草组依据标

准编制原则，按照标准编制基本结构，确定标准的适用范围以及标准中所引用的相关标准和

法律法规，对相关术语进行解释，并规范了追溯体系的建立，起草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初

稿）。 

4. 编制原则和依据 

4.1 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的过程中遵循“先进性、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 以及“可实施性”的原

则，在围绕“农场质量追溯”的前提下，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规范编写。本标准的

编写结合了科学理论知识和实地考察，充分考虑了标准的可实施性，防止出现“中看不中用”

的现象，可为农场建立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提供参考。 

4.2 编制依据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系列标准要求编制。此外，本标准制订

过程中参考的依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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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B/T 22005-2009 饲料和食品链的可追溯性 体系涉及与实施的通用原则和基本

要求（ISO 22005: 2007, IDT）； 

（2） GB/Z 25008-2010 饲料和食品链的可追溯性 体系设计与实施指南； 

（3） GB/T 16986-2009 商品条码 应用标识符； 

（4） GB/T 20014.2-2013 良好农业规范 第 2 部分：农场基础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5） GB/T 20014.6-2013 良好农业规范 第 6 部分：畜禽基础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6） GB/T 20014.13-2013 良好农业规范 第 13 部分：水产养殖基础控制点与符合性

规范 

（7） GB/T 31575-2015 马铃薯商品薯质量追溯体系的建立与实施规程； 

（8） GB/T 32950-2016 鲜活农产品标签标识； 

（9） SC/T 3045-2014 养殖水产品可追溯信息采集规程； 

（10） 其它追溯相关标准；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12） 国内外农产品追溯相关文章及研究报道，如《适用于作物良好农业规范可追溯

体系的建立》、《生鲜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研究》等。 

5. 标准主要内容的说明 

5.1 本标准的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农场质量追溯体系的原则和目标、追溯体系的设计、追溯

体系的实施以及内部审核和改进。 

5.2 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农场的质量追溯体系建立及追溯信息记录。 

5.3 本标准的内容说明 

（1） 本标准的编制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及法律法规的规定。 

（2） 本标准的内容涉及到已经制修订的一些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具体如编制依据

所示。 

（3） 通过调研发现，除经有机认证的农场以外，大部分农场对产品质量追溯的认识

不清晰，意识也较为薄弱。因此本标准在条款 4、条款 5、条款 6 和条款 7 中规

范了建立追溯体系的原则和目标、追溯体系的设计、追溯体系的实施、内部审

核及改进等流程、步骤，以期为实施者提供参考和指导。 

（4） 条款 4.2：支持农产品质量安全、确定农产品来历、识别责任环节这三个追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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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设立保证了农产品的质量和消费者的权益，同时高品质的农产品也将带动

经济效益，因此本标准设置了 4 个目标。 

（5） 条款 5.3：农场追溯体系建立的关键是生产环节的信息记录。鉴于种植类、养殖

畜禽类及水产类农产品的具体生产环节差异，分别针对 3 种类型进行了信息记

录设计，分别如附录 A、附录 B 和附录 C 所示。本标准在遵循《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四章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同时参考 GB/T 20014.2-2013

条款 4.1，将记录信息的保存期定为至少 2 年，畜禽类应保存 3 年。 

（6） 条款 5.4：GB/T 16986-2009 规定了商品条码应用标识符的含义及其对应数据编

码的结构与条码标识，可应用于农产品追溯系统的信息交换；GB/T 32950-2016

规定了鲜活农产品标签标识的具体内容，包括产品名称、产地、日期、贮存条

件与保质期等多项内容。 

（7） 条款 6.1-6.4：根据 GB/T 22005-2009 和 GB/Z 25008-2010，追溯体系的实施包括

制定可追溯计划、明确人员职责、制定培训计划、体系有效性评价等多方面内

容。 

（8） 条款 6.5：召回机制的设置及实施可以保证农产品市场的质量和安全，是追溯体

系实施的目标之一， 也是追溯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农产品的召回过程涉及工

商、质检等多个行政部门以及其他组织，需要相互配合。 

（9） 条款 6.6：随着科技进步，追溯信息记录、文件管理等操作已不仅限于纸质文本，

电脑、标签读写设备等追溯设备的投入也成为提升劳动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

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配置。 

（10） 附录 A、B、C：根据“向前一步、向后一步”的原则，附录 A、B、C 分别规

定了种植类农产品、养殖畜禽类农产品和养殖水产品主要生产环节及追溯关键

点的记录内容，实施者可根据实际情况对生产环节进行合理调整并记录。 

6. 标准属性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草案通过审查后作为推荐性供销行业标准发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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