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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食品  东乡贡羊质量安全追溯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东乡贡羊质量追溯术语和定义、追溯要求、追溯体系、追溯编码规则、追溯信

息采集、追溯管理体系等。 

本标准适用于绿色食品 东乡贡羊质量安全追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T 22005  饲料和食品链的可追溯性体系设计与实施的通用原则和基本要求 

GB/T 226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含第 1号修改单) 

NY/T 2531  农产品质量追溯信息交换接口规范 

NY/T 1761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操作规程 通则 

NY/T 1430  农产品产地编码规则 

NY/T 1431  农产品追溯编码导则 

NY/T 3383  畜禽产品包装与标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第 67号 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第 70号 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 

3  术语和定义 

NY/T 2531、NY/T 1761 和 NY/T 1431 确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追溯精度  traceability precision 

追溯系统中可追溯的最小追溯单元。 

3.2   

基本追溯信息  basic traceability data 

能够实现组织间或组织内各环节间有效链接的必需信息，如生产者、生产批号、生产日期、

生产班次等。 

3.3   

扩展追溯信息  extended traceability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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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基本追溯信息外，与产品追溯相关的其他信息，可以是产品质量或用于商业目的的信息。 

3.4   

产品流通码  code on circul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东乡贡羊流通过程中承载追溯信息向下游传递的专用系列代码,所承载的信息是关于农产品

生产和流通两个环节的。 

3.5   

产品追溯码  code on trac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东乡贡羊终端销售时承载追溯信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专用代码,是展现给消费者具有追溯功

能的统一代码。 

3.6   

编码唯一性  Code uniqueness 

一个编码对象仅有一个代码，一个代码只唯一表示一个编码对象。 

3.7   

记录信息  record information 

东乡贡羊生产、加工、流通中任意环节记录的信息内容。 

3.8   

追溯信息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具备质量追溯能力的东乡贡羊生产、加工、流通各环节记录信息的总和。 

4  追溯要求 

4.1  追溯目标 

可根据追溯码追溯到生产东乡贡羊的养殖、加工、贮存、冷链物流环节的产品、养殖投入品

使用信息及相关责任主体。 

4.2  追溯精度 

追溯到养殖畜主唯一养殖的活体羊。 

4.3  追溯标识 

4.3.1  自繁自育的羊，在出生断奶后在左耳中部佩戴羊标识（编码），需要再次加施标识的羊，

在右耳中部加施；外地购进羊，在隔离观察结束后，结合免疫注射，用同样方法佩戴羊标识号，

原有标识的在登记后更换本地标识。 

4.3.2  在屠宰、包装、贮运、销售环节，对应屠宰羊进行农产品流通码标识，必要时补充生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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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胴体部位以及顺序号进行顺序编码。 

4.3.3  标识载体根据包装特点采用不干胶纸制标签、锁扣标签、捆扎带标签等形式。 

4.3.4  产品二维码追溯标识具有唯一性，一个二维码对应唯一编码对象。 

5  追溯体系 

东乡贡羊质量追溯体系符合 GB/T 22005 的要求。 

6  追溯编码规则 

6.1  东乡贡羊个体编码 

东乡贡羊个体追溯编码规则依照《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执行。 

6.2  产地屠宰加工与流通环节编码 

产地屠宰加工、流通环节的编码按 NY/T 1430 和 NY/T 2531 第 5 规定执行。裸装、包装、储

运标识应符合《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和 NY/T 3383 要求。 

6.3  追溯码 

东乡贡羊胴体及终端产品追溯码按 NY/T 1431、NY/T 2531 第 5.4 规定执行，一码一品，不得

重复。 

7  追溯信息采集 

追溯信息记录要求见表 1。 

表 1  追溯信息采集记录要求 

追溯信息 信息类型 信息内容 

养殖 

信息 

基本追溯信息 

市场经营主体名称、地址、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畜主、

养殖规模、出栏日期及检疫等。 

扩展追溯信息 

养殖场面积，年存出栏规模，品种，羔羊、商品羊健康，

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等投入品使用记录，卫生防疫，

粪污无害化处理。公司+合作社或合作社+社员生产基地建

设等情况。 

屠宰加工信息 

基本追溯信息 

屠宰场名称、宰前检疫、清洗消毒、屠宰时间、宰后检疫、

分割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生产过程的时间及温度、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包

装等。 

贮存 

信息 

基本追溯信息 

库房位置、贮存日期、设施、出入库数量、出入库时间、

贮存温湿度、环境条件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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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追溯信息 仓库编号或库位、操作人员等。 

运输 

信息 

基本追溯信息 

运输工具牌号，运输工具消毒证明，运输起止日期，起止

位置，运输人员，运输数量等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运输温湿度，运输环境卫生等信息。 

销售信息 

基本追溯信息 

市场流向、售前检疫、分销商、零售商、进货时间、上架

时间、 保存条件等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产品认证信息、肉品质检验合格证。 

检验信息 

 

基本追溯信息 

产品来源、检验日期、检测机构、产品标准、产品批次、

检验结果等。 

扩展追溯信息 检验报告 

8  追溯管理体系 

8.1  追溯机构 

由县农业农村局、市场管理局、商务局和农业综合执法局组建，包括、但不限于东乡贡羊质

量检验检测与质量安全追溯的农产品质量追溯管理机构，并延伸至乡镇、行政村。 

8.1.1  乡级服务机构。乡（镇）畜牧兽医工作站负责本行政区域市场经营主体、养殖户养殖羊的

防疫、检疫和饲料、兽药等投入品的监管，确保安全生产。 

8.1.2  村级协管组织。经培训上岗的村级动物防疫员监督管理全村养殖羊的安全生产，村级监督

人员是质量安全追溯的基础，是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源头。 

8.2  健全队伍 

组建农产品质量追溯队伍，包括县农产品质量追溯管理机构人员，参与东乡贡羊的养殖、加

工、流通环节的市场经营主体产品质检人员或法定代表人或畜主。相关人员培训持证上岗，靠实

工作责任。 

8.3   健全追溯制度 

县追溯管理机构指导参与东乡贡羊养殖、加工、贮存、冷链物流的市场经营主体，制定东乡

贡羊质量追溯工作规范、信息采集规范、信息系统维护和管理规范、质量安全问题处置规范等相

关制度，并严格付诸实施。 

8.4  追溯机构职责 

负责全县包括但不限于东乡贡羊特色农产品追溯的组织、实施、监控、信息采集、上报、核

实和发布等工作。建立完善的可追溯体系，确保县域特色农产品存在不可接受的食品安全风险时，

能进行追溯并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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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设备和平台 

县追溯管理机构和参与东乡贡羊生产经营的养殖、加工、流通市场经营主体，须配备必要的

计算机、网络设备、标签打印机、条码读写等设备，相关软件应满足追溯要求。 

县管理机构平台与州、省、国家农产品质量追溯管理平台对接，纳入国家农产品质量追溯管

理系统，并延伸至县内参与东乡贡羊养殖、加工、流通环节的市场经营主体网络信息管理平台。 

8.6  安全追溯范畴 

8.6.1  对东乡贡羊养殖场、屠宰加工、贮藏、运营单位依法依规监管。 

8.6.2  检测产品常规营养成分与抗生素、沙门氏菌和细菌总数等安全指标，对不能达到质量安全

标准，由于产品的理化指标和微生物指标不合要求的予以终止，对假冒伪劣产品给予惩罚。 

8.6.3  对销售到市场的产品采样检测，并将检测结果保存到相关市场经营主体的数据库中。 

8.7  生产、加工、运输、销售调控   

8.7.1  保证活羊及产品满足质量标准。 

8.7.2  保证活羊及产品的消费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8.7.3  保证为生产者即时提供信息和服务。 

8.7.4  保证监管受到社会的监督和评价。 

9  信息管理 

9.1  信息保存 

建立信息管理制度。纸质记录应及时归档，电子记录应随时备份或上传到指定平台。所有信息

档案应至少保存 2 年。 

9.2  信息传输 

本环节操作结束,应及时通过网络平台接口将信息上传上级部门管理平台（州、省、国家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或管理对象（企业、合作社、冷链物流等）信息平台，建立数据交换与信

息共享机制，实现生产经营主体与国家追溯平台的有效对接和融合，逐渐将追溯信息延伸至企业

和田间地头。 

9.3  信息查询 

凡经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应向社会公开的质量安全信息均应建立用于公众查询的技术平台。

内容应至少包括养殖者、产品、产地、加工企业、批次、质量检验结果、产品标准等。 

10  体系运行自查 

按 NY/T 1761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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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产品召回管理 

11.1  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建立产品召回制度。 

11.2  当发现生产的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存在其他不适于食用的情况时，应立即停止生产，

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产品，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召回和通知情况。 

11.3  对被召回的产品，应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予以销毁，防止其再次流入市场。对因标签、标

识或者说明书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被召回的产品，应采取能保证食品安全、且便于重新销售时

向消费者明示的补救措施。 

11.4  应合理划分记录生产批次，采用产品批号等方式进行标识，便于产品追溯。 

11.5  质量安全问题处置按 NY /T 1761 的规定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