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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丽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丽水市工商行政管理学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毛传玉、潘成余、林燕、方丽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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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追溯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市场销售环节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的原则与要求、追溯信息、追溯信息管

理、标识与保存、处置及改进等。 

本标准适用于丽水市食用农产品从批发、零售到消费环节的质量安全追溯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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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84  快速响应矩阵码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食用农产品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指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供人食用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农业活动，指传统的种植、养殖、

采摘、捕捞等农业活动，以及设施农业、生物工程等现代农业活动。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指

在农业活动中直接获得的，以及经过分拣、去皮、剥壳、干燥、粉碎、清洗、切割、冷冻、打蜡、分级、

包装等加工，但未改变其基本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的产品。 

3.2  

追溯 traceability 

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影响因子的追踪与溯源。 

3.3  

追溯信息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实现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踪和溯源功能所需的记录信息。 

3.4  

追溯信息管理系统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依托物联网技术，实现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踪和溯源的信息管理系统。 

4 原则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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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原则 

市场销售环节中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应遵循“合法、完整、对应、高效”的原则。 

4.1.1 合法性 

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的规定。 

4.1.2 完整性 

追溯信息应覆盖食用农产品批发、零售到消费全过程，信息内容应覆盖各环节操作时间、地点、各

相关参与方、产品批次等质量安全相关内容。 

4.1.3 对应性 

    对食用农产品在市场销售环节质量安全追溯过程中各相关单元进行代码化管理，确保追溯信息与产

品的一一对应。 

4.1.4 高效性 

    充分运用现代网络技术、通讯技术、条码技术等，建立科学、高效、精准、快捷的食用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信息管理系统，追溯信息管理系统的具体组成见附录 A。 

4.2 要求 

4.2.1 按照“源头可溯、过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公众可查”的基本要求，客观、有效、真

实地记录和保存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实现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顺向可追踪、逆向可溯源、风险可

管控，发生质量安全问题时产品可召回、原因可查清、责任可追究，切实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保障

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 

4.2.2 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根据追溯码追溯到批发、零售环节的食用农产品及相关参与方的信息； 

b) 各环节指定机构或人员负责追溯的组织、实施、监控和信息的采集、核实和公开等工作，确保

追溯的有效性； 

c) 各环节配备必要的计算机、网络设备、票据打印设备、条码读写设备及相关软件等； 

d) 各环节制定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工作制度、信息采集制度、信息系统维护和管理制度、不

合格品处置制度等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 

e) 监管部门提供充分的培训资源，确保能够影响可追溯信息管理的人员都获得充分的培训，保留

培训的适当记录； 

f) 监管部门建立追溯信息管理的监督方案，确定需要监督的内容以及监督的时间间隔和条件等。 

5 确定追溯信息 

5.1 食用农产品进入集中交易市场（批发、零售环节），追溯信息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供货者名称（或姓名）、社会信用代码（或身份证复印件）、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 

b) 无法提供食用农产品合格证或购货凭证等合格证明文件的，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应当自行或委

托进行检验； 

c) 反映交易情况的溯源票据（食用农产品名称、数量、交易日期）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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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供查询的追溯码等信息。 

5.2 下列供货者还应提供以下追溯信息： 

a) 食用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家庭农场和其他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产品生产者，

提供本单位出具的农产品合格证； 

b) 其他食用农产品生产者，提供农产品生产者信息卡； 

c) 销售畜禽产品，提供检疫合格证明、肉类检验合格证明等证明文件； 

d) 进口食用农产品，提供法定的入境检验检疫证明。 

6 追溯信息管理 

6.1 信息采集 

追溯信息数据按照“业主负责、同步录入”的原则采集。 

a) 首次进入批发市场、零售市场等集中交易市场的食用农产品，由集中交易市场的主办方如实记

录包含 5.1中的 a）、b）、c）和 5.2中的信息，应将信息同步录入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信息管理系统中； 

b) 经过批发市场进入零售市场的食用农产品，零售市场与批发市场建立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平台数据自动对接，同步产生金融结算信息和追溯信息； 

c) 无法采用电子化手段采集追溯信息的参与方，依法保留纸质记录。 

6.2 信息传输 

    信息传输应保证稳定、准确无误。追溯信息流示意图见附录 B。 

6.3 信息应用 

软件客户端应可互动，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购买者通过消费助手进行扫码追溯； 

b) 销售者通过商户助手上传台账查看交易； 

c) 监管人员通过监管助手了解与掌握食用农产品交易过程中的质量安全情况，对问题食用农产品

依法进行处置。 

6.4 追溯信息管理系统 

追溯信息管理系统图具体见附录C。 

7 追溯信息标识 

7.1 追溯信息构成 

追溯信息由市场信息、商户信息、食用农产品信息、销售信息等组成，其数据结构见附录D。具体

表现形式为溯源码和二维码。 

7.2 溯源码 

溯源码应具有唯一性。由18位数字码依次连接而成，其中前六位是年月日，中间六位是具体时间，

后六位是商户编码，具体表示形式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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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日期         时间       商户编码 

图 1追溯信息标识代码的表示形式 

7.3 二维码 

追溯信息二维码标识应符合GB/T 18284，示例见图2。 

 

图 2 追溯信息二维码标识示例 

8 追溯信息保存 

8.1 追溯参与方应保存追溯相关信息。采用电子记录的应有备份系统，采用纸质记录的应及时归档。 

8.2 电子记录信息应实时备份，纸质记录信息保存期限不少于 6个月。 

8.3 追溯信息不允许修改。 

9 处置 

9.1 清查召回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清查召回： 

a) 特定经营者问题食用农产品，监管人员通过追溯信息管理系统清查出经营食用农产品相关的所

有经营者信息，短信或 APP通知召回，并清查出所有购买过该经营者食用农产品相关的消费者

信息，进行短信或 APP通知召回； 

b) 特定问题食用农产品，监管人员通过追溯信息管理系统清查出所有经营该食用农产品的经营者

和购买该食用农产品的消费者信息，进行短信或 APP通知召回； 

c) 消费者购买到问题食用农产品，利用消费助手，扫描购物溯源票据二维码，追溯到该食用农产

品和经营者的相关信息；市场监管执法机构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根据消费者提供的信息，运

用追溯信息管理系统进行追溯，查清经营者信息和食用农产品信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清查召

回。 

9.2 行政处罚 

对负有相应责任的经营者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9.3 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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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人员应当依据职责通过追溯信息管理系统公开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的行政处罚信息应准确、及

时、客观，并进行必要的解释说明，避免误导消费者和社会舆论。 

10 改进 

按照策划的时间间隔对追溯信息管理的实施进行内部审核，或是在目标和（或）产品或过程发生变

化时进行评估。当证实追溯信息管理不符合或者偏离设计的安排和（或）要求时，应采取适当的纠正措

施与预防措施，并对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实施后的效果进行必要的验证，提供证据证明已采取措施的有

效性，保证追溯信息管理的持续改进。 

纠正措施和（或）预防措施应包括但不限于： 

a) 立即停止不正确的工作方法； 

b) 修改追溯信息管理相关文件； 

c) 增补或更改追溯信息以实现食用农产品的可追溯性； 

d) 完善追溯所用资源与设备； 

e) 重新学习相关文件，有效进行人员管理和培训活动； 

f) 加强上下游组织之间的交流协作与信息共享； 

g) 加强组织内部的交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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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追溯信息管理系统的组成 

A.1 追溯信息管理系统的组成 

市场销售环节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管理系统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组成部分： 

a) 称重与结算设备，应符合相应标准，具有称重与结算、数据分发等功能； 

b) 支付设备，提供支付服务的电子支付系统的终端设备； 

c) 数据仓库，接收、存储称重与结算设备产生的追溯数据； 

d) 监管助手，监管者进行食用农产品清查、召回、退市和行政处罚的应用软件客户端； 

e) 商户助手，商户上传台账的应用软件客户端； 

f) 消费助手，消费者进行扫码追溯，获知食用农产品来源、检测信息和经营者信息等的应用软件

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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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追溯信息流示意图 

 

批发环节 零售环节

批发商 销售商 消费者跟踪 跟踪

批发商信息
检测信息

农产品信息

销售商信息
检测信息

农产品信息
消费者信息

溯源溯源

追溯码
交易信息

追溯码
交易信息

数据仓库

 

图 B.1 追溯信息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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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追溯信息管理系统图 

图C.1 追溯信息管理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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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追溯信息标识代码数据结构 

追溯信息标识代码数据结构见表D.1。 

表D.1 追溯信息标识代码数据结构 

市场信息 

市场ID 市场名称 市场许可证号 …… 

商户信息 

商户ID 商户名称 市场ID 营业执照 许可证号 银行账号 

食用农产品信息 

食用农产品ID 食用农产品名称 保质期 食用农产品检测

信息 

…… 

销售信息 

食用农产品

ID 

数量 批次号 银行账号 金额 订单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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