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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东省商务厅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山东德州倚诚扒鸡有限公司、德州生机牧业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玎、王志恒、常学勇、杨文强、吴菁、王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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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产品追溯操作规程 扒鸡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扒鸡追溯信息基本内容、追溯程序确立、追溯程序指示以及追溯程序验证与改进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扒鸡供应链上相关企业开展扒鸡追溯体系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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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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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25008—2010 饲料和食品链的可追溯性体系设计与实施指南 

GB/T 38155—2019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38155—201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扒鸡 ba-chicken 

原料鸡经造型、糖浆或蜂蜜浇灌或涂抹、植物油油炸，配以辅料，煮、煨、焖而成的产品。 

[来源：SB/T 10611—2011，3.1] 

 3.2 

追溯单元 traceable unit 

需要对其历史、应用情况或所处位置的相关信息进行记录、标识并可追溯的单个产品、同一批次产

品或同一类产品。 

[来源：GB/T 38155—2019，2.4] 

 3.3 

批次 batch 

采用相同的原料、相同的环境、相同的工艺、同期生产或制造的具有相同（或相近）性能特征的一

定数量的产品。 

4 追溯信息基本内容 

总体要求 4.1 

应详细记录扒鸡追溯信息，确保扒鸡供应链各环节都可进行有效追溯。扒鸡供应链环节包括养殖环

节（有固定养殖场）、生产加工环节、贮运环节和销售环节。 

养殖环节追溯信息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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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养殖场（户）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养殖场（户）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负责人身份证号码）、地址、动物防疫条

件合格证号、负责人等。 

4.2.2 鸡苗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养殖批次码、鸡苗批次码、鸡苗品种、供应商名称、采购时间、数量、检疫合格证明、

采购人员等。 

4.2.3 饲喂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养殖批次码、饲料批次码、饲料名称、供应商名称、操作人员等。 

4.2.4 用药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养殖批次码、药品批次码、药品名称、供应商名称、用药原因、用药时间、休药期、

操作人员等。 

4.2.5 病死鸡处理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养殖批次码、无害化处理厂名称、无害化处理协议编号、病死鸡数量、病死原因、操

作人员等。 

4.2.6 出栏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养殖批次码、出栏时间、鸡龄、数量、检疫合格证明、操作人员等。 

生产加工环节追溯信息 4.3 

4.3.1 物料供应商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物料供应商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地址、负责人、联系方式等。 

4.3.2 原料鸡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原料鸡批次码、品种、供应商名称、采购时间、数量、检疫合格证明、进厂检验报告、

采购人员等，有固定养殖场的企业还应记录养殖批次码。 

4.3.3 辅料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辅料批次码、辅料名称、供应商名称、采购时间、数量、采购人员等。 

4.3.4 扒鸡生产企业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生产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地址、生产许可证号、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号、

负责人、联系方式等。 

4.3.5 屠宰信息 

包括原料鸡批次码、屠宰时间、数量、操作班组、负责人等。 

4.3.6 投料信息 

包括生产加工批次码、原料鸡批次码、数量、时间、操作班组、负责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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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造型信息 

包括生产加工批次码、数量、操作班组、负责人等。 

4.3.8 上色油炸信息 

包括生产加工批次码、数量、辅料批次码、辅料用量、操作班组、负责人等。 

4.3.9 煮制信息 

包括生产加工批次码、数量、辅料批次码、辅料用量、操作班组、负责人等。 

4.3.10 包装信息 

包括生产加工批次码、包装时间、数量、辅料批次码，辅料用量、操作班组、负责人等。 

4.3.11 检验信息 

包括生产加工批次码、检测记录、型式检验报告、出厂检验报告、操作人员、审核人等。 

4.3.12 产品信息 

包括生产加工批次码、产品追溯码、产品名称、规格、生产日期、数量、负责人等。 

贮运环节追溯信息 4.4 

4.4.1 贮藏信息 

包括贮运批次码、生产加工批次码、仓库编号、出入库时间、数量、贮藏环境信息、操作人员等。 

4.4.2 运输信息 

包括贮运批次码、运输时间、数量、运输车辆信息、运输过程监控信息、操作人员等。 

销售环节追溯信息 4.5 

4.5.1 经销商信息 

包括经销商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地址、联系人、联系方式等。 

4.5.2 销售信息 

包括销售批次码、贮运批次码、经销商名称、销售时间、数量、操作人员等。 

5 追溯程序确立 

扒鸡追溯程序包括7个阶段。其中，信息采集阶段包括4个环节。程序流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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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扒鸡追溯程序流程图 

6 追溯程序指示 

确定追溯要素 6.1 

6.1.1 追溯目标 

应按照GB/T 22005—2009第4章的要求，确定能够满足需求的扒鸡追溯目标。 

6.1.2 追溯环节 

追溯环节应覆盖扒鸡供应链全过程，包括养殖（有固定养殖场）、生产加工、贮运、销售等。 

6.1.3 追溯单元 

在满足追溯目标的前提下，应充分考虑追溯体系的资源和实施成本等因素，确定扒鸡追溯单元。 

确定编码与载体 6.2 

6.2.1 应根据追溯覆盖环节确定各环节批次码，以实现追溯信息的有效关联，编码宜参考 DB37/T 3661。 

6.2.2 应为追溯单元赋予唯一的追溯码，宜选择二维条码作为追溯码的标识载体。 

建立管理文件 6.3 

应制定扒鸡追溯相关管理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产品生产操作规程、质量管理制度、可追溯计划文件、

可追溯性管理文件等，并加以实施和保存，必要时进行更新。应设置受控区域编制文件，并指定专人负

责文件的储存和管理。 

信息采集 6.4 

应对扒鸡供应链覆盖的养殖环节（有固定养殖场）、生产加工环节、贮运环节、销售环节进行追溯

信息采集。采集形式可为电子或纸质形式，所有采集的信息应保证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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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记录 6.5 

6.5.1 养殖环节追溯信息包括养殖场（户）信息、鸡苗信息、饲喂信息、用药信息、病死鸡处理信息、

出栏信息等。 

6.5.2 生产加工环节追溯信息包括物料供应商信息、原料鸡信息、辅料信息、扒鸡生产企业信息、屠

宰信息（原料鸡为活鸡）、投料信息、造型信息、上色油炸信息、煮制信息、包装信息、检验信息、产

品信息等。 

6.5.3 贮运环节追溯信息包括贮藏信息、运输信息等。 

6.5.4 销售环节追溯信息包括经销商信息、销售信息等。 

信息管理 6.6 

6.6.1 应指定专人负责对追溯信息及时存档并更新，信息记录应清晰准确，便于识别和检索。 

6.6.2 追溯信息保存期限应不少于扒鸡产品保质期满后 6个月。 

信息共享 6.7 

6.7.1 应建立有效、安全的追溯信息共享机制，明确追溯信息的使用权限，根据不同的追溯需求及时

提供相关追溯信息。 

6.7.2 宜实现与相关追溯管理平台的对接，并及时、稳定上传追溯信息。 

7 追溯程序验证与改进 

验证 7.1 

应按照GB/Z 25008—2010中第7章的要求建立内部审核机制，定期实施追溯演练以验证追溯程序有

效性，记录和保留追溯演练报告。 

改进 7.2 

当不符合或偏离扒鸡追溯操作要求时，应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和（或）预防措施，并对纠正措施和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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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扒鸡追溯体系

的持续改进。 

纠正措施和（或）预防措施应包括但不限于： 

—— 立即停止不正确的操作方法； 

—— 重新学习相关文件，有效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和培训活动； 

—— 加强组织内部的交流互动； 

—— 修改追溯管理文件； 

—— 增补或更正追溯信息； 

—— 完善资源与设备配置； 

—— 完善追溯标识、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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