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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第 22 号 

 

 
为进一步完善中国良好农业规范（GAP）认证制度，推动良

好农业规范国家标准的贯彻实施，充分发挥认证认可对促进我国

综合农业生产能力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国家认监委对 2006

年 1 月发布的《良好农业规范认证实施规则（试行）》

（CNCA-N-004:2006）进行了修订。 

现 将 修 订 后 的 《 良 好 农 业 规 范 认 证 实 施 规 则 》

（CNCA-N-004:2007）和良好农业规范认证产品目录予以公告，

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1．《良好农业规范认证实施规则》（CNCA-N-004:2007） 

2．良好农业规范认证产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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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和范围 

1.1目的 

为进一步推动良好农业规范国家标准的贯彻实施，规范良好

农业规范认证活动，提高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业可持

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有关规定，制定

本规则。本规则规定了获得和保持良好农业规范认证所应遵守的

程序和要求。 

1.2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作物、水产、畜禽产品良好农业规范的认证活

动。 

注：1．本规则所指作物包括大田作物、果蔬、茶叶等植物

产品。 

2．具体的认证产品目录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国家认监委）确定公布。未列入认证产品目录的产品，各

认证机构应当依据良好农业规范系列国家标准对该产品的适用

性进行技术分析，并将有关技术分析报告和需补充的相关技术规

范报国家认监委审定，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2. 认证依据 

GB/T 20014 良好农业规范 系列国家标准 

3. 认证依据使用要求： 

良好农业规范标准分为农场基础标准、种类标准（作物类、

畜禽类和水产类等）和产品模块标准（大田作物、果蔬、茶叶、

肉牛、肉羊、生猪、奶牛、家禽、罗非鱼、大黄鱼等）三类。在

实施认证时，应将农场基础标准、种类标准与产品模块标准结合

使用——例如，对生猪的认证应当依据农场基础、畜禽类、生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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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三个标准进行检查/审核（示例见图1）。 

    

图1 良好农业规范 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使用示例 

当作为认证依据的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发生更新时，

国家认监委会将及时通告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和相关

认证机构。 

4. 认证申请人 

4.1 农业生产经营者； 

4.2 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 

5. 认证级别 

5.1 一级认证要求 

5.1.1 应符合适用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中所有适用一级

控制点的要求； 

5.1.2 应至少符合所有适用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中适用

的二级控制点总数 95%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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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不设定三级控制点的最低符合百分比。 

5.1.4 二级控制点允许不符合百分比计算公式 

{二级控制点总数－不适用的二级控制点总数}×5%＝（允许

不符合的二级控制点总数） 

注：允许不符合的二级控制点最终的总数是计算的实际数值

取整。 

5.2 二级认证要求 

5.2.1 应至少符合所有适用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中适用的

一级控制点总数 95%的要求。 

注：可能导致消费者、员工、动植物安全和环境严重危害的

控制点必须符合要求。 

5.2.2 一级控制点允许不符合百分比计算公式 

（一级控制点总数－不适用的一级控制点总数）×5%＝（允

许不符合的一级控制点总数） 

5.2.3 不设定二级控制点、三级控制点的最低符合百分比。 

5.3 符合性判定要求 

5.3.1不论申请一级还是二级认证，所有适用的控制点（包括一

级、二级和三级控制点）都必须审核/检查，并应在检查表的备

注栏中对所有不符合进行描述。 

5.3.2 在审核/检查中应收集对每个控制点的审核和检查证据。

一级控制点的审核/检查证据应在检查表的备注栏中记录，以便

追溯。 

5.3.3 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中被标记为“全部适用”的控

制点，除非特别指出，都必须经过审核和（或）检查。只有经国

家认监委特许的例外可免除该条款的审核/检查，这些例外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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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认监委发布。 

6. 认证方式及要求 

申请人可按照下列两种认证方式之一申请认证。 

6.1 选项 1：农业生产经营者认证 

6.1.1 内部检查 

6.1.1.1 应进行完整的基于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要求的

内部检查，在外部检查时必须将内部检查记录提供给外部检查员

进行审核。 

6.1.1.2 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内部检查。 

6.1.2 外部检查 

6.1.2.1 认证机构对已获证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及其所有适用模

块的生产场所，按所有适用控制点的要求每年至少实施一次通知

检查。 

6.1.3 不通知监督检查 

6.1.3.1 认证机构每年应至少对其认证的农业生产经营者按不低

于 10%的比例实施不通知检查。当认证机构按选项 1 发证的数量

少于 10 家时，不通知检查数量不得少于 1家。 

6.1.3.2 不通知检查可仅对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适用的一

级和二级控制点进行检查，发现不符合的处理方式和通知检查的

处理方式一致。 

6.1.3.3不通知检查可以在检查前48小时内向农业生产经营者提

供检查计划，农业生产经营者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检查。第一次

不接受检查将收到书面告诫，第二次不接受检查将导致证书的完

全暂停。 

6.2 选项 2: 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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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内部质量管理体系审核 

6.2.1.1 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应每年按照附件 4 中农业生产经营

者组织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进行内部质量管理体系审核。 

6.2.2 内部检查 

6.2.2.1 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每年应对每个成员及其生产场所至

少实施一次内部检查，内部检查由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的内部检

查员实施，或转包给外部检查员实施，但此时不同于认证时的外

部检查员检查，不做认证决定，且此外部检查员不应是外部检查

认证机构的人员。 

6.2.2.2 每年的内部检查应按照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所

有适用控制点的要求进行。 

6.2.3 质量管理体系外部通知审核 

6.2.3.1 认证机构每年应对申请人的质量管理体系进行一次通知

审核，审核按照附件 4 和附件 5 的要求进行。 

注：质量管理体系审核中发现的不符合可以通过纠正措施计

划进行关闭，纠正时限应依据不符合严重程度来确定，但最长不

可超过 28 天。 

6.2.4 质量管理体系外部不通知审核 

6.2.4.1 认证机构每年至少对其认证的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按不

低于 10%的比例增加实施一次不通知审核。当发证机构按选项 2

发证的数量少于 10 家时，不通知审核数量不得少于 1 家。 

6.2.4.2 不通知审核仅审核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部分，任何质量

管理体系的不符合将导致对整个组织的制裁。 

6.2.4.3不通知审核可以在检查前48小时内向获证农业生产经营

者组织提供审核计划，获证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无正当理由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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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审核。第一次不接受审核将收到书面告诫，第二次不接受审

核将导致证书的完全暂停。 

6.2.5 外部检查 

6.2.5.1 每年应对所有获证的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组织实施一次

通知的外部检查和一次不通知的外部检查。检查采取对农业生产

经营者组织内成员随机抽样方式进行。 

6.2.5.2 初次认证、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更新或获证的农

业生产经营者组织更换认证机构时，抽样数不能少于农业生产经

营者组织成员数量的平方根。 

6.2.5.3 获证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每年进行的不通知检查抽样

数量，可以是初次认证抽样数量的 50％。如果检查没有发现不符

合，下一次通知检查时抽样数量可以减为成员数平方根的 50％。

如果在不通知检查中出现不符合，则在下一次通知检查时抽样数

量按照初次检查要求对待。 

6.2.5.4 每年的外部检查应按照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所有

适用控制点的要求进行。 

7. 申请人/认证证书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 

7.1 申请人/认证证书持有人的义务  

7.1.1 认证证书持有人必须对认证范围内认证产品与良好农业

规范相关技术规范以及本规则的符合性负责。选项2认证，农业

生产经营者组织作为合法实体将成为证书持有人。 

7.1.2 认证申请程序必须在认证机构对其实施初次检查/审核前

完成。 

7.1.3 认证证书持有人还在认证机构的制裁过程中的，不得转换

认证机构。除非做出制裁决定的认证机构已确认认证证书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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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了相关不符合，或制裁期已过。 

7.1.4 认证证书持有人只能在原发证机构宣布该认证证书作废

后，才能转换认证机构。 

7.1.5 认证证书持有人转换认证机构，或向新认证机构申请新产

品认证时，必须向新认证机构提供在原认证机构获得的注册号

码。  

7.1.6 当申请人按7.2.5的要求向多个认证机构申请认证时，申

请人必须： 

Ⅰ）通知其他相关认证机构，并由认证机构在上报国家认监

委的信息中予以说明。  

Ⅱ）如果受到了其中一个认证机构的制裁（如因违反认证实

施规则、纠正措施超期等受到的制裁），应书面通知其他相关认

证机构。  

Ⅲ）书面同意相关认证机构之间就不符合和制裁内容进行交

流。 

7.1.7认证证书持有人有责任按认证机构要求提供最新资料及相

关数据，例如农场或生产面积变化、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成员变

动。 

7.1.8申请人必须书面承诺遵守本规则所包含的要求。 

7.1.9申请人应保证对所申请认证的产品拥有所有权，对种植、

养殖场所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 

7.1.10 申请人必须向认证机构作出正式声明，说明其申请认证

的产品所要进行交易或出口的国家/地区。 

7.2 申请人/认证证书持有人的权利 

7.2.1 申请人就申请认证服务内容和认证机构达成协议，其中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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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包括认证机构的承诺。 

7.2.2 认证机构应在申请人提出申请14日内作出是否接受申请

的决定，在初次认证审核/检查或不符合项关闭后14日内做出认

证决定。 

7.2.3 申请人可以就同一模块中的不同产品申请不同选项的认

证，但同一产品不能按不同的选项申请认证。 

7.2.4  无论何种原因，认证证书持有人有权利更换认证机构（处

于认证机构制裁过程中的除外）。更换认证机构时有权终止同认

证机构签署的合同（处于认证机构制裁过程中的除外）。但这不

能免除应付的相关费用。 

7.2.5申请人可以将不同的产品向不同的认证机构申请认证。 

Ⅰ）如果申请人为多个产品分别申请不同选项的认证（参考

7.2.3）。 

Ⅱ）如果一个农业生产经营者同时参加了多个生产经营者组

织（例如牛的养殖在一个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中，而猪的养殖加

入了另一个组织）。 

7.2.6 认证证书持有人可以自愿申请证书中的部分或全部产品

暂停（处于认证机构制裁过程中的除外），此时认证证书将被认

证机构标识为“自我声明部分或全部暂停”。申请暂停不能免除

相关费用。 

7.2.7 保密条款：认证机构应把所有申请人/认证证书持有人提

供的一切产品的详细资料、生产过程、评估报告及相关文件作为

机密，未经申请人/认证证书持有人的书面许可，认证机构不得

将申请人/认证证书持有人的信息提供给第三方（法律法规和本

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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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 合法的证书持有人才有权利在市场上销售认证产品。 

8. 认证程序 

8.1 申请 

8.1.1 申请文件应包括以下内容： 

8.1.1.1申请人的名称 

8.1.1.2联系人的姓名 

8.1.1.3最新的地址（地址和邮编）     

8.1.1.4其他身份证明（营业执照等） 

8.1.1.5联络方式（电话传真及电子邮件地址） 

8.1.1.6产品名称 

8.1.1.7当年的生产面积（作物类）/产品的数量（畜禽、水产类） 

8.1.1.8申请的和不准备申请的作物名称（作物类） 

8.1.1.9一次收获还是多次收获（作物类） 

8.1.1.10申请选项（1或2）、申请级别（一级或二级） 

8.1.1.11申请认证的标准名称和版本 

8.1.1.12原认证注册号（如有） 

8.1.1.13认证机构要求提交的信息 参照7.1.6 

8.1.1.14对果蔬产品：如果不进行产品处理，则声明不包含产品

处理（对每种认证的产品）。 

8.1.1.15对果蔬产品：如果是在农场范围外进行产品处理，产品

处理者的认证注册号码（适用时）。 

8.1.1.16对果蔬产品：如果产品需进行处理，生产者应说明是否

同时处理来自其他获证生产者的产品。（这种情况下在GB/T 20014

中关于农产品处理的所有适用的二级控制点都必须按照一级控

制点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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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17对茶叶、水产品：如产品由监管链中指定的加工者加工，

生产者应立即将其注册号码通知认证机构并及时更新（适用时）。 

8.1.1.18对畜禽、水产产品：当生产者获悉运输方的注册号码或

注册号码变更时，应立通知认证机构并更新（适用时）。 

8.1.1.19 产品可能的消费国家/地区的声明。 

8.1.1.20 产品符合产品消费国家/地区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

声明和产品消费国家/地区适用的法律法规清单（包括申请认证

产品适用的最大农药残留量MRL法规）。 

8.1.2 合同 

申请人向认证机构申请认证后，应与认证机构签署认证合同。 

8.1.3 注册号 

申请人与认证机构签署合同后，认证机构应授予申请人一个

认证申请的注册号码。 

注册号编码规则: ChinaGAP+空格+认证机构名称的字母缩写

+空格+申请人的流水号码。 

注：只有在取得注册号后才能开始检查/审核。 

8.2 检查/审核程序 

8.2.1 对于选项 1、选项 2 的认证检查/审核在 6.1、6.2 中已经

分别有详细介绍。 

8.2.2 现场确认：作为审核活动的一部分，必须检查农场及其模

块的生产场所。 

8.2.3 检查/审核时间安排  

8.2.3.1作物类认证 

Ⅰ）初次认证检查 

初次检查要求申请人提供获得注册号之后，收获日期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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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的记录。其中收获和生产处理过程必须在申请注册之后实

施，注册之前的收获和生产处理的记录无效。 

a）初次认证检查时间安排 

宜选择在收获期间安排初次检查，以便对与收获相关的控制

点（如最大农残限量、收获期间的卫生除害等）进行查证。 

b）初次认证检查时间调整 

在收获期间无法实施检查时，可以调整检查时间，但认证机

构应对此做出说明。如果检查在作物收获之前进行，致使部分适

用的控制点无法检查，认证机构应当做后续跟踪检查或者由生产

者以传真、照片或其他可接受（由农业生产者和认证机构进行协

商确定）的形式提交证据；如果检查是在作物收获之后进行，生

产者必须保留有关收获的适用控制点符合性的证据。认证机构应

适当增加对未在收获期进行检查的生产者在收获期进行不通知

检查的概率。 

颁发认证证书前应保证所有未被检查控制点得到验证，并保

证超出规定比例的不符合项已经关闭。 

c）多种作物认证检查时间安排 

申请一种以上作物的认证，如果生产期同步或相近的，检查

时间宜靠近收获期；如果生产期不同步或不相近的，那么初次认

证检查应选择在最早收获作物的收获期间进行，其他产品只有在

通过现场检查或者由生产者提供可接受的证据，验证了适用控制

点的符合性后，方可将其加入到认证证书的覆盖范围。 

Ⅱ）复评 

a）如果在规定的复评时间内，没有当季作物供检查，认证

机构可以将原证书有效期再延长3个月（认证证书有效期的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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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在证书有效期之前提出，并被认证机构批准，否则认证证书

将被撤销）； 

b）复评应在上一次检查6个月后，证书有效期之前完成。现

场至少必须有一种证书覆盖范围内的当季作物（指在尚未收获阶

段或已收获且尚在仓库中）能使认证机构相信，任何其他当时不

在种植状态的证书覆盖范围的作物（如果有）也按照相关要求进

行控制。 

Ⅲ）认证机构应当根据认证产品模块的风险程度，制定适宜

的产品抽样程序和检验方案，实施相应的抽样检验，以验证认证

产品符合消费国家/地区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8.2.3.2畜禽类和水产类认证 

Ⅰ）初次认证检查和复评时，畜禽或水产品必须在养殖状态。 

Ⅱ）复评应在上一次检查6个月后，证书有效期之前完成。 

Ⅲ）如果在规定的复评时间内，没有畜禽在养殖状态供检查，

认证机构可将生猪、家禽模块认证证书有效期再延长3个月，牛、

羊以及奶牛模块认证证书有效期延长6个月（认证证书有效期的

延长必须在证书有效期之前提出，并被认证机构批准，否则认证

证书将被撤销）。 

Ⅳ）如果认证证书同时覆盖了生猪/家禽和牛/羊/奶牛模块，

则复评应按照在生猪/家禽的复评时间要求进行，以满足不同模

块复评时间的要求。 

Ⅴ）对于畜禽24个月内检查时间的确定，应考虑冬季、夏季

和室内、室外的因素。 

8.3 认证的批准 

8.3.1 认证的批准是指签发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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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认证的批准条件，即申请人必须满足本规则所有适用条款

的要求。 

8.3.3 认证证书由认证机构颁发，有效期为12个月。证书持有人

若要延长证书的有效期，在证书失效前应向认证机构进行年度再

注册，否则，证书状态将由“有效”变为“证书未更新或未再注

册”。 

注：认证证书的延长见8.2.3.1、8.2.3.2。 

8.3.4 认证机构和申请人的认证合同期限最长为 3 年，到期后可

续签或延长 3年。 

8.3.5 关于认证标志及认证证书内容和使用要求，见第 10 条款。 

8.3.6 当颁发或再次颁发认证证书时，证书上的颁证日期是认证

机构做出认证决定的日期。 

8.4 批准范围  

批准范围应指明认证的产品范围、场所范围和生产范围。 

8.4.1 产品范围 

8.4.1.1 发放给获证申请人的证书内容包括获证的农场和声明的

产品。 

8.4.1.2 对于选项 2，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成员可以从农业生产

经营者组织获取认证确认函，但是未经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同意

不得使用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的认证证书。 

8.4.2 场所范围 

在获证农场中注册产品的所有种植/养殖区域及模块场所都

必须符合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的规定。 

8.4.3 生产范围 

8.4.3.1 不论产品在离开农场前所有权是否发生变化，生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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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涵盖认证模块所有的生产过程，对作物至少覆盖到收获（果蔬

例外），对畜禽至少覆盖到运输装载点。 

8.4.3.2 对果蔬产品，农业生产经营者或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已

声明不进行农产品处理时（不包括那些为加工产品进行的活动），

针对该农产品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中处理部分条款不适

用, 认证范围可缩小。 

8.4.3.3 对果蔬产品如果包含农产品处理的范围，必须符合良好

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中关于处理的条款。 

8.4.3.4 如果农产品处理采用外包方式，只有满足下述条件才能

在认证证书中包含处理的范围： 

Ⅰ）在处理时农产品所有权仍然属于申请人。 

Ⅱ）农产品处理的分包方应获得相应产品处理的认证范围。 

Ⅲ）分包方能建立追溯体系区分处理的产品。 

Ⅳ）分包方关于产品处理部分的二级控制点要求按一级控制

点检查。 

Ⅴ）分包方不得包装、加工或储存非认证的同一种产品。 

8.4.3.5对果蔬产品如果在收获期之前，产品在田间已被售出，

并且购买者也负责农产品加工、收获和生产，那么认证证书中可

不包括收获部分。 

8.4.4 产品监管链的范围包括产品从农场售出后所有权变化的

相关各方（贸易方、存储方、收集方、运输方和零售商卖到最终

消费者）的所有活动，包括一套能够区分认证和非认证产品的隔

离和区分管理体系，确保产品不被混淆。监管链应用于水产和茶

叶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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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分包方的控制 

8.5.1 应建立程序以确保分包给第三方的活动满足良好农业规

范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 

8.5.2 应对分包方的能力进行评估并保留评估记录。 

8.5.3 应在同分包方的合同中明确分包方应遵守申请人的质量

管理体系和相关程序要求。 

9 认证证书的保持  

9.1 确认 

9.1.1 认证机构每年必须对认证证书持有人以及相关认证范围

内的产品重新确认。 

9.1.2 认证机构每年必须按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

实施检查/审核和确认。 

9.2 制裁 

本条款适用于认证机构对农业生产经营者或农业生产经营

者组织以及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对其成员的制裁。 

9.2.1 告诫 

9.2.1.1 认证机构检查出的所有不符合都可做出告诫的制裁。允

许在一段时间内消除引起告诫的起因, 在此之后如果告诫仍未

解除，则予以暂停。 

9.2.1.2 所允许的纠正时间将由认证机构和认证证书持有人协

商决定, 最长纠正期限为从告诫之日起 28 天止。 

9.2.2 暂停 

9.2.2.1 在一段时期内，认证证书持有人将被禁止使用认证标

志、证书或其他任何与良好农业规范有关的文件。 

9.2.2.2 暂停的持续时间将由认证机构决定，最长为 6 个月。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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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期满之后，如果暂停仍然没有解除，将撤销证书，并解除认证

机构和认证证书持有人之间的合同。如果暂停是自行要求的，那

么由农业生产经营者或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自行确定为达到符

合所需的整改措施和时限，且必须与认证机构达成一致，但必须

在暂停解除之前关闭。 

9.2.2.3 暂停的解除 

暂停将会持续到有证据证明引起暂停的原因已经整改，由认

证机构来完成一次预先通知的或不通知的确认检查/审核，符合

要求后暂停才能解除。 

9.2.2.4 暂停的类型 

Ⅰ）延期暂停:在允许纠正的期限内即 28 天，不会强制实行

立即暂停。如果 28 天之后问题仍然没有纠正，则实施立即暂停。 

Ⅱ）立即暂停, 可以是下列任意一项 

a）部分暂停: 仅仅是被认证产品范围内的某一部分被暂停，

被暂停产品将被禁止使用认证标志、证书或其他任何与良好农业

规范有关的文件。 

b）完全暂停: 对被认证产品范围内的所有产品暂停。 

注：如果所有农场基础或种类的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

出现了导致暂停的不符合，则其覆盖的所有模块的产品，将被完

全暂停。 

9.2.3 撤销 

9.2.3.1 解除合同，全面禁止使用与良好农业规范相关的文件、

证书、认证标志等。 

9.2.3.2 证书已被撤销的认证证书持有人，只有在引起撤销的起

因消除 12 个月后，才能向认证机构提出再次认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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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不符合的处置 

认证机构对认证证书持有人和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对其成

员应按照以下规定确定不符合，制定识别和处理不符合的相关程

序。  

9.3.1 一级控制点不符合 

9.3.1.1 一级认证的一级控制点不符合 

Ⅰ）如果认证机构发现并证实认证证书持有人出现良好农业

规范相关技术规范一级控制点不符合，认证证书持有人也未采取

适当的纠正措施，且未告知直接客户和认证机构，证书将立即完

全暂停，最长期限为 6 个月。如果在以后的审核/检查中发现重

复出现同样的问题，则证书会被撤销。 

如果在一个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的一个成员处发现一级控

制点不符合，则认证机构必须进一步调查，增加取样数（最大为

其成员总数平方根的 4 倍），以确定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不符合

的严重性，从而确定是否需要对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实施暂停制

裁，或是仅对该成员暂停制裁 6 个月。 

Ⅱ）如果认证证书持有人在认证机构发现之前，告知直接客

户和认证机构其不符合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某一级控制

点，并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避免该不符合项的再次发生，证书应

当被立即部分暂停，其范围由认证机构决定。立即部分暂停的范

围可限定到某种产品（地块、温室、动物或批次）的可清楚识别

的、可追踪的部分，同时农场应有清楚的、可识别的追踪（追溯）

系统。 

Ⅲ）当出现一级控制点的不符合，检查员应对不符合对环境

和消费者安全影响程度进行评估。如果不符合不会对环境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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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安全形成严重危害，且可在 28 天内完成不符合的整改，认证

机构可延期暂停；如果不符合会对环境和消费者安全形成严重危

害，则应立即暂停。 

9.3.1.2 二级认证的一级控制点不符合 

如果超过 5%的适用一级控制点不符合，证书会被立即完全暂

停。在最长期限 6 个月内，认证机构必须确认纠正措施的有效性

（通过现场访问或其他形式的文件核查进行），否则撤销证书，

并解除合同。 

9.3.2 二级控制点不符合（仅适用于一级认证） 

9.3.2.1 延期暂停 

如果超过5%的适用二级控制点不符合，证书会被延期暂停。

在需要时，最长28天内认证机构必须确认纠正措施的有效性（通

过现场访问或其他形式的文件核查进行）。 

9.3.3 合同性不符合 

9.3.3.1 次要条款不符合 

当认证机构和认证证书持有人的合同的次要条款出现不符

合时，将对其进行告诫。允许的纠正时间由认证机构和认证证书

持有人商议决定。认证机构将要求其提交书面的证明作为已符合

的证据。最长纠正期限为 28 天。 

9.3.3.2 技术性不符合 

在检查过程中发现认证机构和认证证书持有人之间合同签

订的协议出现不符合，或发现与认证证书持有人有关的生产性技

术疑问，将导致立即完全暂停。 

当认证证书持有人未在规定时间内满足先前告诫提出的要

求、未按合同约定付款、未按认证机构传达的良好农业规范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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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范、认证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等最新要求进行修正、变更

或调整时，将立即完全暂停。 

9.3.3.3 主要条款不符合 

当因未履行认证机构和认证申请人签订的合同中的协定而

出现的不符合，这种不符合客观表现为认证证书持有人相关方面

的管理不善，则合同解除。 

9.3.3.4 认证证书持有人破产或者农场场所所有权或使用权关系

发生改变则合同解除。 

9.3.3.5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合同不符合时，将给予撤销的制裁 

Ⅰ）农业生产经营者或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经历了部分或全

部暂停的6个月之后，仍无法证明实施了充分的整改措施且有效； 

Ⅱ）在某一范围内的不符合导致认证机构对生产的完整性产

生怀疑； 

Ⅲ）当发现主要合同不符合时。 

10. 认证证书、认证标志的使用 

10.1 认证证书应包括以下信息： 

10.1.1 中国良好农业规范认证标志 

10.1.2 签发证书的认证机构名称和认证机构的标识 

10.1.3 认可该认证机构的认可机构的名称和/或标识（如果获得

认可） 

10.1.4 认证证书持有人的名称和地址 

10.1.5 农场名称和地址。如果获证的是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

应在证书或附件中列出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的所有成员/农场场

所名称和地址。 

10.1.6 认证选项、认证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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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 注册号 

10.1.8 证书号 

10.1.9 认证产品范围 

10.1.10 果蔬产品如未经处理，应声明（适用时） 

10.1.11 认证依据的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名称及版本号 

10.1.12 发证时间 

10.1.13 证书有效期 

10.2 认证标志式样 

                                                                                   

                          

     一级认证标志         二级认证标志               色标 

10.3 认证证书、认证标志的使用 

10.3.1 认证证书、认证标志的使用应符合《认证证书和认证标

志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2004年第63号令）的规定。 

10.3.2 申请人在获得认证机构颁发的认证证书后可以在非零售

产品的包装、产品宣传材料、商务活动中使用认证标志(获得认

证的茶叶及认证证书中覆盖了农产品处理范围的果蔬可以在零

售包装上使用认证标志)。认证标志使用时可以等比例放大或缩

小，但不允许变形、变色；在使用认证标志时，必须在认证标志

下标认证证书号。 

10.3.3 认证证书持有人应对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使用和展示

进行有效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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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 认证证书持有人不得利用认证证书或认证标志混淆认证

产品与非认证产品误导公众。 

11. 申诉和投诉 

11.1 申请人如对认证机构的认证决定有异议，可在10个工作日

内向认证机构申诉。认证机构自收到申诉之日起，应在30日内进

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申诉人。申请人对处理结果仍有

异议的，可以向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诉。 

11.2 申请人认为认证机构行为严重侵害了自身合法权益的，可

以直接向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诉。 

12. 认证收费 

按照国家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产品认证收费管理办法和收

费标准收取。 



 — 26 — 

附件 1： 

术语和定义 

 

1．农场 

农场是一个具有同样的操作程序和管理措施的农业生产单

元或农业生产单元的组合。 

2．农业生产经营者 

代表农场的自然人或法人, 并对农场出售的产品负法律责

任，如农户、农业企业。 

3．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 

农业生产经营者联合体，该农业生产经营者联合体具有合法

的组织结构、内部程序和内部控制，所有成员按照良好农业规范

的要求注册，并形成清单，说明注册状况。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

必须和每个注册农业生产经营者签署协议，并确定一个承担最终

责任的管理代表，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农业企业加农户组织。 

注：协议内容至少包括：明确加入和退出的程序、做出终止

的规定, 同意遵守中国良好农业规范对注册成员的权利、义务、

责任等要求。 

4．注册 

农业生产经营者向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申请登记；申请人在

认证机构登记；政府要求的申请人的登记。 

5．分包方 

分包方是与农业生产经营者或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签订合

同以执行特定任务的组织或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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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农产品处理 

归属农业生产经营者或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收获后的大田

作物、果蔬，在农场或离开农场进行的低风险的处理，如：包装、

存储、化学处理、修整、清洗，或使产品有可能和其他原料或物

质有物理接触的处理方法，运出农场；但不包括收获和从收获地

到第一个存储/包装地的农场内运输，及农产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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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检查人员要求 

 

2.1 检查人员要求 

2.1.1 检查员只有具备符合每个模块对资格和经历的要求，方可

承担相应模块的检查和质量管理体系审核的任务。检查员应获得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的认证人员认证机构的注册，

该机构应按 GB/T27024 标准《合格评定—人员注册机构通用要求》

开展检查员注册活动。 

2.1.2 检查员可分为检查员和高级检查员两个注册级别。 

2.1.3 检查员要求 

2.1.3.1 个人素质 

检查员应当具备以下个人素质： 

Ⅰ）良好的职业道德，即公正、可靠、忠诚、诚实和谨慎； 

Ⅱ）思想开明，即愿意考虑不同意见或观点； 

Ⅲ）善于交往，即灵活地与人交往； 

Ⅳ）善于观察，即主动地认识周围环境和活动； 

Ⅴ）有感知力，即能本能地了解和理解环境； 

Ⅵ）适应力强，即容易适应不同情况； 

Ⅶ）坚韧不拔，即对实现目的坚持不懈； 

Ⅷ）明断，即根据逻辑推理和分析及时得出结论； 

Ⅸ）自立，即在同其他人有效交往中独立工作并发挥作用。 

2.1.3.2 通用要求 

Ⅰ）保持并更新由认证机构下发的所有的质量方针、程序、

作业指导书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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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掌握与检查有关的法律法规的变化和发展。 

Ⅲ）具备与母语和工作语言相适应的口头和书面沟通交流的

能力，包括在检查中使用恰当的专业用语。 

Ⅳ）严格遵守被检查方的相关规定，对信息和记录保守秘密。 

Ⅴ）不允许有任何可能影响检查和（或）审核的独立性和公

正性的行为，尤其不允许与被检查的申请人有利益关系。 

Ⅵ）按照 GB/T27065《产品认证机构通用要求》和良好农业

规范相关要求，及时、准确地出具检查报告。 

2.1.3.3 专业知识和能力 

检查员应当具备下列专业知识和能力： 

Ⅰ）具有相应专业技术领域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 

Ⅱ）掌握有关涉及良好农业规范认证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规

定； 

Ⅲ）熟悉相应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检验方法和检验

标准； 

Ⅳ）熟悉相应产品的生产和服务过程； 

Ⅴ）熟悉质量管理基本理论和质量保证能力要求，能够掌握

质量控制的关键环节； 

Ⅵ）掌握审核和（或）检查的标准、方法，能够结合相应良

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特点对组织的质量保证能力进行审核

和（或）检查； 

Ⅶ）掌握良好农业规范认证的有关知识和规定。 

2.1.3.4 教育与工作经历 

检查员应具备以下教育与工作经历。 

Ⅰ）教育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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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员应具备国家承认的相应专业的大学专科以上（含大学

专科）学历或同等学历。 

Ⅱ）工作经历 

a）检查员应具有至少 5 年全日制（或累计相当于 5 年全日

制的兼职）工作经历。 

b）与良好农业规范模块相关的工作经历 

检查员应具有至少 3年与良好农业规范类别中任一个类别、

模块的相关的工作经历。这些经历应是与畜禽生产（适用于畜禽

类的检查员）相关的工作经历和（或）作物类模块（适用于作物

类的检查员）的工作经历和（或）水产养殖（适用于水产模块的

检查员）的工作经历。 

c）同时获得多个类别、模块检查员资格的，每个模块最少

应有 2年的相关专业工作经历。这种经历可以与其他类别、模块

的经历同时获得。 

2.1.3.5 检查员培训经历 

Ⅰ）成功完成经认可/确认的持续至少 40 小时的检查员培训。 

Ⅱ）检查员通用知识培训的内容至少应覆盖： 

a）GB/T19011 标准； 

b）适用的管理体系标准如：ISO9000、ISO14000； 

c）检查技巧； 

d）人际沟通技巧； 

e）报告的编制； 

f）教学案例研究。 

2.1.3.6 专门技能知识培训 

这些部分培训可以是国家承认的学历教育的一部分，也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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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人员认证机构承认的完整的正式培训。检查员每年要参加 15

小时相关专业技能的持续发展培训。 

Ⅰ）HACCP 原理知识； 

Ⅱ）农产品和食品质量安全卫生知识； 

Ⅲ）良好农业规范； 

Ⅳ）农学相关知识如栽培、土肥、植保等内容（适用于作物

类及果蔬模块的检查员）； 

Ⅴ）兽药基础、饲养管理、动物防疫和动物福利等内容（适

用于畜禽类的检查员）； 

Ⅵ）水产养殖基础、防疫和动物福利等内容（适用于水产类

的检查员）。 

2.1.3.7 检查经历 

Ⅰ）检查员申请人无检查经历要求； 

Ⅱ）高级检查员申请人在近 3 年内作为检查组长，完成至少

3 次完整检查，且不少于 15 天的检查经历。 

2.1.4 在不违反 GB/T27065《产品认证机构通用要求》和良好农

业规范相关要求时，检查员可承担认证机构指派的良好农业规范

认证范围以外的其他工作任务。 

2.2 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内部检查员要求 

2.2.1 内部检查员只有具备符合每个模块对资格和经历的要求，

方可承担相应模块的检查和质量管理体系审核的任务。 

2.2.2 内部检查员应当具备以下教育、工作经历、检查员培训。 

2.2.2.1 教育经历 

Ⅰ）内部检查员应具备国家承认的相应专业的中等专业学校

以上（含中等专业学校）学历或同等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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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当不具备上述学历资格时，认证机构应对各模块的内部

检查员的能力进行评价，该评价可通过面谈或实地验证的方式，

以确认其满足在各自模块具有至少 5 年的工作经历和实践经验，

理解检查活动重要性，完成相关技术规范的培训，同时在相应类

别、模块实施至少 2次经见证的检查经历。 

2.2.2.2 工作经历 

Ⅰ）应具有至少 1 年全日制（或累计相当于 1 年全日制的兼

职）工作经历。 

Ⅱ）与农业相关的工作经历 

内部检查员需具有至少 3 年与农业的相关的工作经历。这些

经历应是与畜禽养殖（畜禽类审核/检查）、作物生产（作物类审

核/检查）或水产养殖（水产类审核/检查）方面相关的工作经历。 

2.2.2.3 内部检查员培训 

完成至少 1天的检查原理方面的知识业务培训和 2天的质量

管理体系知识培训。 

2.2.2.4 专门技能培训 

这些部分培训可以是正规培训的一部分，也可是独立的培

训。 

Ⅰ）HACCP 原理知识； 

Ⅱ）农产品和食品质量安全卫生知识； 

Ⅲ）良好农业规范； 

Ⅳ）农学相关知识如栽培、土肥、植保等内容（适用于作物

类及果蔬模块的检查员）； 

Ⅴ）兽药基础、饲养管理、动物防疫和动物福利等内容（适

用于畜禽类的检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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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水产养殖基础、防疫和动物福利等内容（适用于水产类

的检查员）。 

2.2.2.5 通用要求 

Ⅰ）具备使用工作语言口头和书面沟通交流的能力，包括在

检查中使用恰当的专业用语。 

Ⅱ）坚持检查/审核的独立性、客观性。 

Ⅲ）内部检查员之间要做见证检查或审核，并保留记录。 

Ⅳ）内部检查员要形成清单并交认证机构在审核和检查时验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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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认证机构要求 

 

3.1 认证机构通用要求 

3.1.1 从事良好农业规范认证的认证机构，应符合 GB/T27065《产

品认证机构通用要求》的要求，并获得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 

3.1.2 认证机构应在获得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

的 12 个月内，向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满足

GB/T27065《产品认证机构通用要求》要求的证明文件。如果认

证机构能够提出延期的正当理由并被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规定期限可以延长。 

3.1.3 认证机构应当取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的认可

证书，证书附件中列出认证机构获得认可的业务范围。认证机构

只有获得认可后，方可发放带有认可标志的认证证书。 

3.1.4 证书及证书附件构成完整的认可证书。认证机构在向相关

行政管理部门和社会表明其认证能力时，应出示完整的认可证

书。 

3.2 认证机构运作要求 

3.2.1 按照 GB/T27065《产品认证机构通用要求》从事良好农业

规范认证的认证机构，其运作文件中应接受并包括本规则的所有

要点，并可供中国认证机构国家认可委员会按照 GB/T27065《产

品认证机构通用要求》评价时使用。任何计划开始颁发良好农业

规范证书的认证机构应符合本附件 3.1 的要求。 

3.2.2 认证机构扩充良好农业规范认证范围应获得国家认证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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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3.2.3 认证机构的与良好农业规范认证有关的认证体系程序应

包含符合良好农业规范的一般或特殊准则的要求。 

3.2.4 良好农业规范认证批准程序应清楚地列在认证机构的运

作文件中，并应符合本规则。程序的第一步为申请人登记。 

3.2.5 每一个认证机构应对归档信息负责；在国家认证认可监督

管理委员会或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需要时，应提供相关

信息。 

3.2.6 做出认证决定的人员至少是技术委员会的成员，且应符合

附件 2中检查员的要求。 

3.2.7 当一个以前有良好农业规范注册号的申请人到新的认证

机构申请认证时，认证机构应按照附件 6关于认证机构间认证证

书的转换要求执行。 

3.2.8 当多个认证机构为一个农业生产经营者或农业生产经营者

组织提供认证服务时，每个认证机构应独立检查（选项 1 和 2）

以及独立进行质量管理体系审核（选项 2）。 

3.2.9 当多个认证机构为一个农业生产经营者或农业生产经营者

组织提供认证服务，且一个认证机构实施了制裁，那么所有为这

个农业生产经营者或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服务的认证机构有义

务就有关彼此采取措施的范围和细节进行沟通。 

3.2.10 认证机构应向良好农业规范认证的申请人传达任何良好

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文件版本的更新、实施时间和过渡期以及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发布的任何有关认可规范方面的

信息。 

3.2.11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允许尚未获得认可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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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在申请认可阶段颁发一定数量的不带认可标志的认证证书。

但申请认可的认证机构最多可颁发不超过 20 个农业生产经营者

的选项 1 和选项 2 的不带认可标志的认证证书（选项 2按其中包

含的农业生产经营者数目计算），认证机构在申请认可过程中只

能先发放一个种类模块的选项 1 的不带认可标志的认证证书，且

仅限 5份，只有此种类模块获得认可，方可再发放其他模块和选

项 2 的非认可证书。 

3.2.12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有权在预先通知且自担费

用的前提下参与认证机构实施的检查/审核。 

3.3 认证机构信息交流要求 

3.3.1 认证机构应按照国家认监委和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

会相关要求进行信息通报。 

3.3.1.1 认证机构应向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合

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提供最新认证数据。 

3.3.1.2 如果认证机构对认证证书持有人做出暂停或撤销认证

的决定，认证机构应在做出决定后的 24 小时内将该信息通报国

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或

在 24 小时内在线更新申报注册数据）。 

3.3.1.3 认证机构通报的年度统计数据包括不符合项的总体统计

信息（每一模块的一级、二级和三级）。 

3.3.1.4 认证机构对通报的注册数据的准确性负责。 

3.3.2 认证机构与认证申请人之间的信息交流 

认证机构与认证申请人之间的沟通应符合以下要求： 

3.3.2.1 14 天内向申请人提供登记的回执； 

3.3.2.2 评价过程完成后 14 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通报初审认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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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3.3.2.3 认证机构必须向客户充分解释认证协议，特别是关于数

据安全的问题。 

3.4 分包 

    当认证机构决定将农场检查进行分包时，应与分包机构签署

包括保密和利益冲突在内的书面协议。认证机构应： 

3.4.1 对分包的工作负全责，并保留其批准、保持、扩大、暂停

或撤销认证的职责； 

3.4.2 确保分包机构具备能力。分包机构应符合 ISO17020 标准

要求； 

3.4.3 得到申请人的同意。 

3.5 检查员的资质：参照附件 2。 

3.6 认证机构的公正性、独立性、保密性和诚信 

3.6.1 公正性 

根据 GB/T27065《产品认证机构通用要求》，认证机构必须保

证能够避免导致利益冲突的行为，以有利于提高认证的可信任

度，保持公正。 

3.6.2 独立性 

3.6.2.1 具有作为法律实体的证明文件； 

3.6.2.2 对与认证的批准、保持、扩大、暂停和撤销有关的决定

负责； 

3.6.2.3 具有与其认证活动相应的权利和责任； 

3.6.2.4 有充分的能力，承担因其运作和（或）活动引发的责任； 

3.6.2.5 财务状况稳定，具有认证制度运作所需的资源； 

3.6.3 保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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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机构应将有关申请客户的信息，包括产品和过程的细

节、评价报告及相关文件视为机密（除非有法律或认可方面的要

求）。在未得到申请（或已认证）客户书面同意的情况下，认证

机构不得将与客户相关的任何信息透露给第三方。 

3.6.4 诚信 

认证机构的所有人员应保持高度的职业诚信，避免可能来自

于贸易、经济或其他方面的压力，禁止在评价活动中用不正当手

段获得礼品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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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质量管理体系 

 

4.1 管理和组织结构 

4.1.1 合法性 

应有文件证明申请的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是一个合法的实

体。 

4.1.2 组织结构 

描述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的组织结构并形成文件，清楚规定

了农场/农业生产经营者和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的关系。 

4.1.3 合同 

每个农场/农业生产经营者和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之间都应

签署书面的合同，合同应包含下列要素： 

4.1.3.1 农场/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名称 

4.1.3.2 联系地址 

4.1.3.3 农场具体位置 

4.1.3.4 遵守良好农业规范规定要求的承诺 

4.1.3.5 同意遵守组织的文件化程序、方针、规定和技术性要求 

4.1.3.6 罚则 

4.1.4 农业生产经营者注册 

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体系内所有的农场/农业生产经营者、

所有适用模块的场所应注册。注册的内容应包括下列信息： 

4.1.4.1 农场/农业生产经营者及模块场所的名称 

4.1.4.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4.1.4.3 各农场及其场所具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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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认证的产品(种源/亚种)及其生长/生产的场所 

4.1.4.5 每一种认证的产品的生产面积/畜禽数 

4.1.4.6 内部审核日期 

4.1.4.7认证机构的名称（多于一家认证机构时）  

4.1.4.8良好农业规范运行的现行状态 

4.2 组织和管理 

4.2.1 结构 

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应有自己的管理结构和充分适宜的培

训资源，从而使注册的农场能有效确保满足良好农业规范的要

求。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的组织结构应以书面文件予以规定，且

应包含以下内容： 

4.2.1.1 管理者代表 

4.2.1.2 内部检查人员/部门 

4.2.1.3 农业技术人员/部门 

4.2.1.4 质量管理体系的管理人员/部门 

4.2.2 职责和义务 

所有涉及质量管理体系人员的职责和义务应加以规定并形

成文件，并且应指定一名经验丰富，资历深厚的人员全面负责该

体系。 

4.3 人员的能力和培训 

4.3.1 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应确保对相关负责的人员能得到充

分培训且满足规定的能力要求。 

4.3.2 主要人员的能力、培训、资历应在文件中加以规定，且应

满足在本规则中规定的能力要求。 

4.3.3 主要人员资历及培训的记录应作为证明材料予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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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内部检查员应有一个培训提高和评价的过程，以确保他们

对标准和操作掌握的一致性。 

4.3.5 应有相应的程序确保主要人员及时了解良好农业规范的

版本更新和依据法律法规的变更情况。 

4.4 质量手册 

4.4.1 与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的操作和质量管理体系应

形成文件，并包含在质量手册中。 

4.4.2 方针和程序应充分表明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对良好农业

规范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得到控制。 

4.4.3 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成员及其主要员工应确保能获得相

关方针和程序。 

4.4.4 应定期评审质量手册内容，以确保持续符合良好农业规范

相关技术规范、本规则和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的要求。良好农业

规范标准以及强制性指导文件的修改必须及时纳入到组织的质

量管理体系中。 

4.5 文件控制 

4.5.1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应充分控制所有质量管理体系程序文件，包括： 

4.5.1.1 质量手册 

4.5.1.2 程序文件 

4.5.1.3 作业指导书 

4.5.1.4 记录表格 

4.5.1.5 外来文件，如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标准。 

4.5.2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控制要求 

4.5.2.1 建立文件控制程序，并形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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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2 所有的文件在发布及分发前应经授权人的同意和审批。 

4.5.2.3 所有受控文件应用分发号、发行日期/审批日期及编码

的形式予以识别和控制。 

4.5.2.4 文件的任何更改应在分发前得到授权人的审批。如有可

能，文件更改的原因及性质应被识别。 

4.5.2.5 确保各部门得到现行有效版本的受控文件。 

4.5.2.6 应在文件控制程序中对文件的审查、新文件的发行和作

废文件的销毁做出规定。 

4.6 记录 

4.6.1 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应保持记录以证实对质量管理体系

的有效控制并满足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标准的要求。 

4.6.2 质量管理体系的记录应至少保持2年。 

4.6.3 记录应真实、清晰，存放在适当的场所且易于检索。 

4.6.4 记录在检查期间应保持有效且具有可追溯性。在线或电子

格式的记录是有效的。如果需要签名，可以设置一个密码或者电

子签名，电子签名需要是唯一的，并且需要签名人的授权。如果

需要负责人的签名，则必须要负责人签名。在认证机构检查期间，

电子记录必须能够获得。记录备份应随时能提供。 

4.7 抱怨的处理 

4.7.1 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应建立和保持有效处理客户抱怨的

程序。 

4.7.2 应建立并保持形成文件的程序，对抱怨的接受、登记、确

认、调查、跟踪、反馈做出规定。 

4.7.3 应在客户要求时向其提供抱怨的处理程序。 

4.7.4 抱怨处理程序应涵盖对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的抱怨，并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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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对农业生产经营者和农场的抱怨。 

4.8 内部审核/检查 

应建立并保持内部审核/检查程序，以评价质量管理体系的

适宜性、符合性并按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对农场/农业生

产经营者实施检查。 

4.8.1 质量管理体系审核 

4.8.1.1 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质量管理体系审核。 

4.8.1.2 内部检查员应经过适当培训，且独立于被审核的部门、

区域。 

4.8.1.3 认证机构在外部审核时会对内部审核员的能力进行评

估。 

4.8.1.4 内部审核计划、审核发现、纠正措施及其跟踪验证记录

均应保持且易于查找。 

注：负责组织质量管理体系策划的人员可以作为内部检查员

审核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但负责质量管理体系日常维护的人员

不能作为内部检查员审核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 

4.8.2 农场/农业生产经营者检查 

4.8.2.1 每一个注册的农场/农业生产经营者每年应至少进行一

次针对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的检查，该检查包括申请等级

内（该等级及其以下）的全部控制点。 

4.8.2.2 应对检查报告和农场/农业生产经营者的状况进行验

证。 

4.8.2.3 新成员在正式加入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前应进行内部

检查。 

4.8.2.4 应保持原始检查报告和记录，并确保在检查需要时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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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4.8.2.5 检查报告将包含下列信息 

Ⅰ）注册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名称 

Ⅱ）受审核方(注册成员)签字 

Ⅲ）日期 

Ⅳ）检查员姓名 

Ⅴ）认证的产品 

Ⅵ）针对控制点评价的结果 

Ⅶ）为了在检查后能够回顾审核经过，所有在检查表中的主

要模块必须包括细节，这些细节要在检查表的注解部分进行验

证。 

Ⅷ）不符合项以及纠正措施的时间限制的描述 

Ⅸ）良好农业规范运行状态 

4.8.2.6 检查组依据内部检查员提交的内部检查报告，作出组织

是否遵循了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要求的决定。 

4.8.3 内部检查员要求 

4.8.3.1 内部检查员应满足规则附件2中对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

内部检查员的要求。 

4.8.3.2 内部检查员的独立性意味着其能够在内部检查过程中

对被检查方与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的符合性做出独立评

价，并独立于自己从事的工作。 

4.8.4 不符合和纠正措施 

4.8.4.1 应建立并保持处理不符合及纠正措施的程序，这些不符

合来源于内部检查、外部审核/检查、消费者抱怨或质量体系的

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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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2 应建立程序并形成文件，以识别和评价质量体系及运行

中出现的不符合。 

4.8.4.3 应对不符合项的纠正措施进行评价，并在规定的时间内

完成纠正措施。 

4.8.4.4 应明确实施和完成纠正措施的职责。 

4.9 产品的可追溯性和区分 

4.9.1 符合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的产品及其销售应具有

可追溯性，并用防止与非良好农业规范认证的产品混淆的方式进

行处置。 

4.9.2 应建立并保持程序文件对认证产品进行有效识别并确保

所有产品是可追溯的，包括对所有适用的模块场所的符合/不符

合；应对认证产品的产量进行计算，以表明其符合性。 

4.9.3 对于果蔬产品，必须建立可保证认证产品经过采摘、贮藏、

运输及可追溯的程序。 

4.9.4 应建立并保持有效程序以降低已认证的产品与未认证产

品发生标志误用或产品混淆的风险。 

4.10 罚则 

4.10.1 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应建立并实施对其成员进行制裁的

制度，该制度应符合本规则的相应要求。 

4.10.2 与农业生产经营者/农场签订的合同中应规定制裁的程

序，包括告诫、暂停、撤销的规定条件。 

4.10.3 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应建立适当的机制，以便能够立即

将对农业生产经营者/农场的暂停或撤销告知认证机构。 

4.10.4 应保持所有的制裁记录，包括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 

4.11 认证产品的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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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 应建立、保持程序并形成文件，以有效管理对认证产品

的召回。 

4.11.2 该程序应明确导致召回的事件类别、负责决定认证产品

召回的负责人、通知客户和认证机构的机制以及处理库存的方

法。 

4.11.3 程序应具有可操作性。 

4.11.4 每年应以恰当的方式对程序进行至少一次验证以确保其

有效性。应保持验证记录。 

4.12 认证标志的使用 

4.12.1 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应证明认证标志的使用得到有效控

制，且符合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和本规则的要求。 

4.12.2 应建立、保持程序并形成文件，对使用认证标志加以规

定。程序文件应包括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本规则和认证

机构的要求。 

4.12.3 应对认证标志的使用加以控制，并保存使用该标志的获

证产品、认证证书持有人以及商号的记录。 

4.13 分包方 

4.13.1 应建立并保持程序，以确保分包给第三方的活动满足良

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 

4.13.2 分包方的能力应得到评估且能证明满足良好农业规范相

关技术规范要求；应保持分包方能力证明的有关记录。 

4.13.3 分包方应遵守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和相

应的程序，并在服务协议或合同中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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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质量管理体系审核指南 

 

5.1 引言 

5.1.1 本文件描述了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为符合选项 2的要求所

需要的体系和要求。认证机构在进行外部验证时必须遵照本指

南。 

5.1.2 本文件是对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寻求选项 2 认证的要求，

应由获得国家认监委批准的认证机构实施。 

5.2 范围 

5.2.1 本指南文件包括了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所声明的与建立

和实施选项 2体系有关的所有文件、现场、人员和运行。 

5.2.2 可采用抽样方法进行评价，以对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

范的符合性和能否获得认证进行评估。 

5.3 评价过程 

5.3.1 为确定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和管理结构

满足选项 2的要求，以及确定农业生产经营者内部审核满足能力、

独立性、准确性的要求，应设计该评价过程。 

5.3.2 评价过程包含两个要素 

5.3.2.1 对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质量管理体系的审核。 

5.3.2.2 对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成员抽样检查。 

5.4 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质量管理体系审核 

5.4.1 审核应在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的总部或农业生产经营者组

织的行政管理中心进行。 

5.4.2 审核应遵照本指南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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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评价过程需一天或数天，包括： 

5.4.3.1 与管理层的首次会 

5.4.3.2 所有相关文件的审查 

5.4.3.3 记录评价 

5.4.3.4 对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成员内部审核的评审 

5.4.3.5 与主要员工的讨论/面谈 

5.4.3.6 末次会，包括对发现的不符合项的确认。 

5.5 对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成员的检查 

5.5.1 按照所有适用的控制点对农业生产经营者成员进行抽样检

查。样本大小取决于认证产品的种类、质量管理体系评审的结果

和农场规模。 

5.5.2 最小样本数量基于按模块组合注册的生产者数量的平方

根。这将意味着被选中的生产者在检查期间，模块组合的所有产

品都可以被检查。并且样本的大小计算应考虑下列描述的产品情

况，根据注册的生产者数量分成不同的组合。 

5.5.2.1 圈养的畜禽 

5.5.2.2 放养的畜禽或者露地作物 

5.5.2.3 遮盖的/保护的作物 

5.5.2.4 多年生的作物 

5.5.2.5 淡水养殖 

5.5.2.6 海水养殖 

5.5.3 农产品处理地点检查（适用于果蔬模块） 

5.5.3.1 对于外部检查，农产品处理地点检查数量应不少于农产

品处理地点数量的平方根。 

5.5.3.2 认证机构应对组织使用的集中的农产品处理地点按 5.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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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查（当不能满足每个成员都有一个处理场所时），质量管

理体系审核和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的检查应结合进行。如

果农产品处理场所分散，在对生产者成员抽样时应考虑农产品处

理。 

5.5.3.3 如果有集中的农产品处理场所，GB/T20014 中与农产品

处理有关的二级控制点将成为一级控制点。 

5.5.3.4 农业生产者组织的内部检查，应对每个农产品处理场所

进行检查。 

5.5.4 认证机构基于正当的要求可将检查比率最高提高至农场/

农业生产经营者总数平方根的 4 倍。 

5.6 审核和检查频次 

5.6.1 认证机构每年将对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

进行一次审核，每年对其成员按抽样规则至少进行一次检查。 

5.6.2 认证机构（或认证机构的分包代理）每年应对本机构按选

项 2 认证的所有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进行至少 10％的不通知审

核。这些不通知审核将仅覆盖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的质量管理体

系。当获证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数量少于 10 个时，认证机构至

少对 1 个获证组织实施不通知的审核。10%的抽样不仅仅考虑总

数量，同时应考虑地理、相关法规、作物类型、符合性历史等等。 

5.7 不符合 

5.7.1 评价中发现的任何不符合应在评价过程中进行讨论并在

最后一个审核日形成书面文件。 

5.7.2 如果认证证书持有人因蓄意对良好农业规范相关程序进

行不当管理造成不符合，认证机构应立即全面暂停其证书并向国

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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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5.7.3 在证书颁发给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之前，对质量管理体系

的不符合应得到完全纠正，纠正措施达到可接受的水平后，认证

机构方可将农场/农业生产经营者列入获证名录。 

5.8 纠正措施 

5.8.1 可以以适当的文件或照片的形式提供不符合已得到纠正

的证据。 

5.8.2 有时对不符合纠正措施的验证只能通过对现场的再次访

问来确认。 

5.8.3 应对所有纠正措施进行评估，针对提供的纠正措施和证据

评估其是否可关闭不符合。 

5.9 报告 

5.9.1 在每个评价日结束时，以书面的形式总结、确认发现的不

符合，以便实施纠正措施。 

5.9.2 在整个评价过程结束时，应形成一份完整的书面报告。报

告应对整个评价过程进行总结并提供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如何

符合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要求的信息，适用时列明识别出

的不符合。 

5.9.3 评价报告的格式参照 GB/T27065《产品认证机构通用要求》

和申请人的特殊要求。评价报告将成为认证机构做出向农业生产

经营者组织颁发证书决定的基础。 

5.9.4 认证机构应向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提供一份评价报告的

复印件（受审核方应在现场审核结束后 30 天内提交纠正措施并

经验证有效）。认证机构只有在获得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明确的

书面授权后方可将复印件提供给其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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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认证 

5.10.1 符合选项 2 的证书由认证机构颁发。证书涉及的所有场

所的清单将列在证书附件中。该场所清单应由认证机构及时更

新。 

5.10.2 认证机构应在完成对评价报告、书面的纠正措施或跟踪

评价结果复审后，作出是否颁发证书的决定。应在评价过程（收

到所有纠正措施后结束）14 工作日内做出颁发证书的决定，并书

面通知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 

5.11 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中新增农场/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注册 

5.11.1 在证书有效期内，新的农场/农业生产经营者（在符合内

部批准程序的条件下）可以加入已注册农场/农业生产经营者清

单。已注册农场/农业生产经营者清单中有任何添加或取消的场

所时，农业生产经营者组织有责任立即通知认证机构更新清单。 

5.11.2 若一年内新增农场/农业生产经营者不超过已注册农业

生产经营者清单中农场数量的 10％，无需认证机构进一步的验

证，新农场/农业生产经营者可通过注册加入清单。 

5.11.3 若一年内新增农场/农业生产经营者超过已注册农业生

产经营者清单中农场数量的 10％，应在该年内对新增的农场/农

业生产经营者进行追加抽样检查和（或）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评

审。 

5.11.4 不管已注册农场/农业生产经营者清单中新增成员的比

例如何，若一年内因增加新成员导致面积或畜禽数量超过原注册

量的 10％，则在该年内应对新增的农业生产经营者追加抽样检查

和（或）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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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认证机构之间证书转换 

 

6.1 总则 

6.1.1 本附件为认证机构之间证书的转换提供指南。认证机构间

证书的转换是指一家认证机构（以下称为“签发机构”）颁发的

证书转为另一家认证机构(以下称为“接受机构”)颁发的证书。 

6.1.2 本附件的目的是确保保持证书的完整性。 

6.1.3 本附件规定了证书转换的最低要求。 

6.2 最低要求 

接受机构的相关认证范围应获得国家认监委批准。未获得国

家认监委批准的接受机构不可作为转换机构。 

6.3 证书转换之前评审 

接受机构应有具备执行预期客户的证书评审能力的人员，该

评审采用调查问卷，通常对预期客户拜访的方式。应包括以下方

面： 

6.3.1 确认客户已认证的活动属于接受机构的批准范围。 

6.3.2 寻求客户要求转换的原因。 

6.3.3 原认证证书在真实性、有效期和涵盖范围方面均符合要求。

除非签发机构已经终止营业，否则应向该机构确认未解决的不符

合项的真实性和状态。 

6.3.4 关注最后的评估/再评估报告，以及之后的监督报告和任何

其后产生的不符合项。需要考虑的事项还包括任何其他有用的、

和认证过程相关的文件，如手写记录、检查表。 

6.3.5 接收到的抱怨和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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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在现行的认证周期中所处的阶段。见本附件的 6.4.5。 

6.3.7 如果与原认证机构在合同履约过程中存在未解决问题时，

不能转换。 

6.3.8 原有认证机构实施制裁尚未结束时，不能转换。 

6.4 认证转换 

6.4.1 进行转换的通常只是现行有效的证书，但是如果证书的签

发机构已经终止营业，或是它的授权被取消，接受机构可根据它

的判断以本指南的描述为基础考虑该类证书的转换。 

6.4.2 已知的被暂停的或是有可能被暂停的证书不能转换。 

6.4.3 未纠正的不符合项应在转换之前由签发机构解决，否则应

该由接受机构关闭。 

6.4.4 转换前的评审如果未进一步发现不符合及潜在的问题，可

依照正常的认证决定程序签发证书，签发日期为评审结束的日

期。除非接受机构评审结果表明已经实施了初审和复审，应利用

原有的认证方案来实施后续的检查。 

6.4.5 在转换前的评审实施后，如对现行的或以前的证书仍有疑

问,接受机构应根据疑问的程度，采取以下行动之一: 

6.4.5.1 视申请者为一位新的客户。 

6.4.5.2 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一次评价。 

6.4.6 接受机构应根据发现问题的性质和程度做出采取行动的决

定，并向该组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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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检查表 

 

序号 控制点 水平 
符合性

(是/否)
不适用及判定依据 备注 

      

      

      

      

      

      

 

注： 1.“控制点”是指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中规定的“控制点”条款要求。 

2.“水平”是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中规定的“控制点”级别水平，如：一

级控制点、二级控制点和三级控制点。 

3.“符合性”是指检查中对“控制点”是否满足良好农业规范相关技术规范中要

求的判断。 

4.“不适用及判定依据”栏应填写对控制点不适用时的判断依据。 

5. “备注栏”应填写不符合的描述和一级控制点审核/检查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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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良好农业规范认证产品目录 

 
类别 模块 具体产品 

牛羊模块 繁育、产奶或肉用的牛；繁育或肉用的羊 

奶牛模块 犊牛、奶牛 

家禽模块 圈养、散养或放养的家禽 
畜禽类 

生猪模块 繁育或肉用生猪 

作物类 果蔬模块 

水果类 

桃、油桃、李子、杏、梅、油萘、李杏、樱桃、枣、酸枣、

葡萄、桑椹、无花果、树莓、醋栗、石榴、猕猴桃、越桔、

柿子、草莓、黑莓、蓝莓、核桃、山核桃、板栗、阿月浑子、

柑桔、橘、橙、酸橙、柠檬、柚、金桔、葡萄柚、香蕉、火

龙果、番石榴、杨桃、枇杷、西番莲、人心果、番木瓜、荔

枝、龙眼、红毛丹、杨梅、芒果、橄榄、鳄梨、菠萝、菠萝

蜜、番荔枝、苹果、梨、海棠、山楂、西瓜、甜瓜、哈密瓜、

椰子、欧楂果、霸王果、倒念子、黄皮 

蔬菜类 

大白菜、油菜、菜心、结球甘蓝（卷心菜）、花椰菜、青花

菜、球茎甘蓝（苤蓝）、芥蓝、生菜、莴笋、菊苣、雪里蕻、

榨菜、芥菜、番茄、辣椒、茄子、黄瓜、冬瓜、丝瓜、苦瓜、

节瓜、南瓜、西葫芦、葫芦、金瓜、佛手瓜、菜豆、扁豆、

豇豆、豌豆、甜豆、大豆、蚕豆、刀豆、薤、大葱、洋葱、

大蒜、韭菜、韭葱、细香葱、萝卜、芜菁、胡萝卜、甘薯、

山药、牛蒡、紫菜头、甜菜根、木薯根、人参、辣根、欧洲

防风草、参、菠菜、芹菜、茴香、芫荽、蕹菜、苋菜、落葵、

茼蒿、芝麻菜、香芹、荠菜、马铃薯、山药、生姜、草石蚕、

芋、菊芋、茭白、荸荠、莲藕、菱、水芹、豆瓣菜、香椿、

棕榈嫩芽、香菇、平菇、鸡腿菇、金针菇、白灵菇、榆黄蘑、

灵芝、茶树菇、鲍鱼菇、杏鲍菇、秀珍菇、猪肚菇、真姬菇、

芦笋、竹笋、食用大黄、朝鲜蓟、黄秋葵、玉米、玉米笋、

花生、君达菜、魔芋、黄花菜、莴苣 

香辛料类 

大茴香、食蜂草、罗勒、琉璃苣、香菜、猫薄荷、甘菊、细

叶芹、菊苣、细香葱、胡荽、莳萝、茴香、月桂、熏衣草、

香茅草、胡耳特藁、甘牛至、牛至、欧芹、胡椒薄荷、紫花

南芥、迷迭香、鼠尾草、香薄荷、荷兰薄荷、龙蒿、百里香、

小豆蔻、胡椒籽、胡椒、花椒、良姜、红豆蔻、柠檬草、香

荚兰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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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模块 具体产品 

大田模块 

稻、小麦、玉米、花生、斯佩尔特小麦、大麦、燕麦、黑小

麦、黑麦、大豆、扁豆、红小豆、鹰嘴豆、干豌豆、甜菜、

棉花、亚麻、大麻、亚麻籽、油菜籽、甘蔗、向日葵、荞麦、

绿豆、芝麻、高粱、薏苡、甘薯、紫苏、薏苡、蓖麻 

茶叶模块 茶叶 

工厂化养殖

模块 
鲆鲽 

网箱养殖模

块 
大黄鱼 

围栏养殖模

块 
中华绒螯蟹 

池塘养殖模

块 

罗非鱼、鳗鲡、对虾、鲈鱼、锯缘青蟹、中华鳖、青鱼、草

鱼、鲢鱼、鳙鱼、鲤鱼、鲫鱼、鳊鱼 

水产类 

滩涂/底播/

吊养养殖模

块 

贝类、棘皮动物和藻类等滩涂、吊养、底播养殖水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