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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监督检查工作指引

一、抽查事项

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质量

二、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管理制度。饲料、饲料添加剂企业证照是否齐全；

是否制定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是否有专人

负责安全管理，员工上岗前是否经过安全生产培训，是否定期

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演练和教育培训。查阅相关证照及安全生产

管理相关制度，查阅是否明确有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抽取 1-2

项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要求，随机选取现场员工进行提问，查阅

安全生产培训和应急演练记录。

（二）涉及化学合成、提取等生产工艺的安全管理。①生

产装置、高危生产活动和危险化学品罐区、仓库、管廊等重大

危险源、作业过程安全风险是否安全可控；②安全管理人员和

特种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③危化品生产装置或者储存数量

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化品储存设施；④作业现场管理、安全警

示标识标牌是否有效。查看现场，抽查相关文件、证件、资料。

①是否通过安全、消防、环保部门验收合格；②是否定期接受

安全监管部门的监督查及结果；③抽查特种作业人员的资质；

④抽查关键岗位的操作规程；⑤抽查企业定期开展安全自查的

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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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危险品管理。易制毒试剂、易燃易爆品、亚硒酸钠

等危险化学品等是否有安全管理措施。现场查看化学试剂和危

险化学品管理情况，按规定采购、贮存、出入库、使用、处理

等内容。

（四）危险操作面防护。高空投料平台、爬梯是否有安全

护栏；地面投料口是否有遮挡防护措施或设施；运输物料、人

员的电梯笼井、吊物孔是否有安全防护设施；设备维修、操作

平台等是否有防护栏；以上防护设施在生产过程中是否有效使

用。现场查看防护设施配备情况，并查看相关设备（定期）检

查维护保养记录。

（五）粉尘控制。生产线除尘系统使用脉冲式除尘器或性

能更好的除尘设备，采用集中除尘和单点除尘相结合的方式，

投料口采用单点除尘方式。现场查看是否按要求配备除尘设施

并有效运转，除尘设备管道是否通畅，是否及时清理或更换除

尘布袋。是否及时清扫、清洁，防止粉尘积累。

（六）用电防护。配电柜、配电箱有警示标识，易产生或

积存粉尘区域的人工采光灯具、电源开关及插座应具有防爆功

能。现场查看警示标识是否科学有效，是否采用防爆灯具、防

爆开关和防爆插座。

（七）特种设备。高温设备和设施有隔热层和警示标识；

压力容器有安全防护装置；设备传动装置有防护罩；锅炉、压

力容器等特种设备应通过安全检查，并取得安全合格证书。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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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查看相关设备。锅炉、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是否通过安全检

查，是否具有相关部门的安全检查证明文件。查阅相关设备的

检查维护保养记录等。

（八）劳动保护。在粉尘、噪音、高温、高空等有害危险

作业场所是否有劳动防护措施，现场工人是否得到有效防护。

现场查看劳保措施落实情况。

（九）消防设施。厂区内应当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或设备。

现场查看消防设施或设备是否配备齐全有效是否有相关部门

验收及检验记录，查看生产场区、化验室、宿舍消防通道设置

情况及是否畅通。

（十）检验设施。检验用乙炔等气瓶应配备气瓶柜或气瓶

固定装置。现场查看乙炔等气瓶是否配备气瓶柜或气瓶固定装

置。

（十一）运输设备管理。生产场区饲料叉车等机动车辆使

用管理。现场查看相关人员资质证明，培训证明材料。

（十二）仓储设施。原料成品存放符合安全要求；具有立

筒仓的生产企业，立筒仓应当配备通风系统和温度监测装置。

现场查看企业是否按照标准码放原料和成品（包括叉车码垛），

不准有歪斜，过高等情况；立筒仓是否配备通风系统和温度监

测装置。

三、检查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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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二十一条

第二款

第二十一条

对可能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药、兽药、饲料和饲料添

加剂、肥料、兽医器械，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实行

许可制度。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可能危及农产品质量安

全的农药、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肥料等农业投入品进行

监督抽查，并公布抽查结果。

（二）《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

十四条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应当建立饲料、饲料

添加剂监督管理档案，记录日常监督检查、违法行为查处等情

况。

第三十四条

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

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经营、使用场所实施现

场检查；

（二）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和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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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用于违法生产饲料的饲料原

料、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

饲料，用于违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的原料，用于违法生产饲料、

饲料添加剂的工具、设施，违法生产、经营、使用的饲料、饲

料添加剂；

（四）查封违法生产、经营饲料、饲料添加剂的场所。

2.畜禽定点屠宰监督检查工作指引

一、抽查事项

畜禽定点屠宰资质、畜禽屠宰活动等

二、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管理制度。畜禽屠宰证是否真实有效；是否制定符

合企业实际情况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是否有专人负责安全管

理，员工上岗前是否经过安全生产培训。查阅相关证明及安全

生产管理相关制度，查阅是否明确有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抽取

1-2 项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要求，随机选取现场员工进行提问，

查阅安全生产培训记录情况。

（二）应急管理。是否建立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并组织开

展应急演练。是否对本企业安全生产进行风险评估和预警，并

依据风险程度，采取针对性的管理措施。是否对易导致事故发

生和影响人员疏散、组织扑救的风险点，逐一制定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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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企业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和应急演练记录，查阅企业风险评

估和预警档案，查阅企业风险点防范预案。

（三）特种设备。锅炉、高压容器和液氨存储设备是否有

警示标识和安全防护装置；锅炉、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是否通

过安全检查，并取得安全合格证书。特种设备操作人员，经培

训合格取得相应资质后，方能上岗。现场查看相关设备。锅炉、

高压容器和液氨存储设备等特种设备应当通过安全检查，有相

关部门的安全检查证明文件。相关设备的检查维护保养记录等。

查看相关人员资质证明，培训证明材料。

（四）设备检修。是否定期组织对消防、供电、制冷、锅

炉、高压容器、液氨存储、传动构件等设施设备进行检修保养。

现场对照检修保养记录查看相关设备。

（五）劳动保护。在致昏、刺杀、剥皮、浸烫脱毛、燎毛、

劈半、修割、无害化处理等危险作业岗位是否有劳动防护措施，

现场工人是否得到有效防护。现场查看劳保措施落实情况。

（六）“两项制度”落实情况。入场生猪非洲猪瘟检测是

否按规定做到“批批检、全覆盖”，检测是否规范，检测阳性

是否按规定报告处理。是否足额派驻官方兽医，是否存在“墙

上有人、岗上没人”等弄虚作假情况，官方兽医是否按规定开

展检疫监管工作以及官方兽医人员经费保障、工作条件等情况。

现场查看实验室和设备建设配备情况；查阅检测人员培训记录

等证明材料；查阅非洲猪瘟检测记录；查看现场非洲猪瘟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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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和检测情况。现场了解官方兽医配备数量、在岗履职和经

费保障等情况。

（七）规范管理。生猪入场是否进行查验，是否有待宰圈，

是否进行待宰观察，是否进行肉品品质检验，代宰行为质量安

全责任是否明确，病害动物及病害动物产品是否进行无害化处

理。现场查验入场查验记录，品质检验记录，无害化处理记录

等，查看相关责任制落实情况，查看待宰圈及待宰记录。

（八）库存情况。是否建有自有冷库及冷库库容情况、猪

肉及猪副产品库存情况，近期生猪产品出入库情况。屠宰企业

租用冷库贮存猪肉及猪副产品情况。现场查看冷库及库存记录，

近期生猪产品出入库记录。汇总库存情况。

三、检查依据

（一）生猪屠宰管理条例

第二十七条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严格履行职责，

加强对生猪屠宰活动的日常监督检查，建立健全随机抽查机制。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生猪屠宰等有关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

（三）查阅、复制有关记录、票据以及其他资料；

（四）查封与违法生猪屠宰活动有关的场所、设施，扣押

与违法生猪屠宰活动有关的生猪、生猪产品以及屠宰工具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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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监督检查人员不得少

于 2 人，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对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依法进行

的监督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二）山西省畜禽屠宰管理条例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畜禽屠宰监督

管理工作的领导，加强畜禽屠宰监督管理队伍建设，及时协调、

解决畜禽屠宰监督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畜禽屠宰管理机构

应当加强对畜禽屠宰活动的监督检查。

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畜禽屠宰等有关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

（三）查阅、复制有关记录、票据以及其他资料;

（四）查封与违法畜禽屠宰活动有关的场所、设施，扣押

与违法畜禽屠宰活动有关的畜禽、畜禽产品以及屠宰工具

和设备。畜禽屠宰管理机构进行监督检查时，监督检查人员不

得少于 2 人，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

不得阻碍、拒绝检查。

3.兽药生产监督检查工作指引

一、抽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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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实验室管理、高危岗位人员资质、化

学合成罐体防护、兽药生产车间管理、消防安全通道管理、危

化品仓库管理、办公生活等场所管理等方面。

二、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检查内容：兽药生产经营企业证照是否齐全有效；企业生

产场地、设施设备是否与许可一致；是否制定符合企业实际的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明确相关责任人；是否排查出本企业安全

生产隐患点并制定有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员工上岗前是否经

过安全生产培训，是否定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演练和教育培训。

检查方法：查阅相关证照及安全生产管理相关制度、排查

的企业安全生产隐患点和制定的有关应急处置措施；查阅是否

明确有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相关责任人；抽取 1-2 项企业安全

生产管理要求，随机选取现场员工进行提问，查阅安全生产培

训和应急演练记录。

（二）实验室管理

检查内容：易制毒试剂、易燃易爆品等危险化学品等是否

有安全管理措施和安全防护措施。

检查方法：现场查看实验室化学试剂和危险化学品的管理

情况，按规定采购、贮存、出入库、使用、处理等内容，实验

操作的安全防护措施配置。储存柜是否执行双人双锁制度。

（三）高危岗位人员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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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内容：高温高压、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设施设备和

危化品相关高危岗位人员是否经培训后上岗。

检查方法：现场查看相关人员相关人员资质证明和培训证

明材料，重点查阅岗位安全知识和岗位操作规程培训，并随机

抽查相关人员安全生产操作有关情况。

（四）化学合成罐体防护

检查内容：与兽用原料药生产相关的有机溶剂贮罐、合成

罐等各类生产装置是否完好，是否正常开展设备日常维护保养，

各类状态标志是否齐全，各类罐体上的压力表等需计量检定的

仪器设备是否经检定并在有效期内，设备操作需配置的人员安

全防护设施是否齐全并有效（重点关注锈蚀、缺口等状况）。

检查方法：现场查看相关罐体是否有跑冒滴漏现象，查看

安全警示标牌、设备铭牌、卫生、生产等状态标识，查看计量

检定合格证和检定合格标识，查看安全防护措施落实情况，查

阅相关罐体维护保养操作规程和记录。

（五）兽药生产车间管理

检查内容：大量使用有机溶剂或易燃易爆品进行生产加工

的相关操作功能间，以及含氯制剂生产车间的防爆设置是否配

备到位；车间内通风设施是否完备有效；各类压力容器仪表的

计量检定情况；混合设备的安全防护装置配备情况。易产生粉

尘的车间是否按要求配备除尘设备，是否运转正常有效。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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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车间的有机溶剂贮罐和回收装置消防设施是否配备相关

消防设施，环境条件是否符合要求。

检查方法：现场查看防爆开关、防爆灯、防爆墙体、混合

设备安全防护装置等安全设施配备情况，查看通风设施、压力

容器仪表检定情况。现场查看除尘设施是否有效，除尘设备管

道是否通畅，是否及时清扫、清洁，以消除和防止粉尘积累。

中药提取车间的有机溶剂贮罐和回收装置是否露天放置或暴

在日光下，有无相应的遮光设施。

（六）消防安全通道管理

检查内容：精烘包车间消防安全通道是否通畅，有无堆放

杂物；安全通道指示是否明确易辨别，安全门的设置是否合理，

且应配置相应的消防锤，车间内配置的消防设施应齐全有效。

检查方法：现场查看精烘包车间的消防安全通道，查看车

间的安全逃生指示灯、安全门、消防锤和灭火器等消费设施。

（七）危化品仓库管理

检查内容：制定相关危险品仓库管理制度，消防安全设施

应配置到位，相关库管人员经培训上岗，熟知相关危险品的保

藏规定与要求，熟悉突发情况的处置等，危险品仓库内不得固

体、液体混放（如 NaOH 与 Hcl、H2SO4 等）。

检查方法：现场查看防爆灯、防爆开关、灭火器、消防沙

是否配齐，特殊危险品如氯气等是否有专门的处置装置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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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固体、液体混放的情况，是否有明显的警示牌，随机

问询仓库管理人员相关问题。

（八）办公生活等场所管理

检查内容：建筑材料、用火用电及其它火源管理是否符合

消防安全要求。

检查方法：现场查看消防器材配备，用火用电设施，警示

牌等情况。

三、检查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第二十一条

对可能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药、兽药、饲料和饲料添

加剂、肥料、兽医器械，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实行

许可制度。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可能危及农产品质量安

全的农药、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肥料等农业投入品进行

监督抽查，并公布抽查结果。

（二）《兽药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

五条

第十四条

兽药生产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

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组织生产。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兽医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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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应当对兽药生产企业是否符合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的要求进行监督检查，并公布检查结果。

第二十五条

兽药经营企业，应当遵守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

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

部门，应当对兽药经营企业是否符合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

要求进行监督检查，并公布检查结果。

第三十五条

境外企业不得在中国直接销售兽药。境外企业在中国销售

兽药，应当依法在中国境内设立销售机构或者委托符合条件的

中国境内代理机构。进口在中国已取得进口兽药注册证书的兽

用生物制品的，中国境内代理机构应当向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

部门申请允许进口兽用生物制品证明文件，凭允许进口兽用生

物制品证明文件到口岸所在地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办

理进口兽药通关单；进口在中国已取得进口兽药注册证书的其

他兽药的，凭进口兽药注册证书到口岸所在地人民政府兽医行

政管理部门办理进口兽药通关单。海关凭进口兽药通关单放行。

兽药进口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海关总署

制定。兽用生物制品进口后，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

进行审查核对和抽查检验。其他兽药进口后，由当地兽医行政

管理部门通知兽药检验机构进行抽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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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鲜乳收购站监督检查工作指引

一、抽查事项

生鲜乳收购站和生鲜乳运输车经营状况，生鲜乳质量安

二、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管理制度。检查内容：是否指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员工上岗前是否经过安全生产培训；检查方法：查阅安全生产

管理相关制度，查阅是否明确有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查阅安全

生产培训记录情况。

（二）设施设备。检查内容：用电设施和电路布设是否规

范合理，是否符合安全生产要求；检查方法：现场查看相关情

况。

（三）危化品管理。检查内容：化学用品存放、使用是否

规范、安全，是否落实具体人员进行管理；检查方法：现场查

看危险化学品管理情况，按规定采购、贮存、出入库、使用等

内容。

（四）持证上岗。检查内容：操作特种设备的工作人员是

否经过培训，持证上岗；检查方法：现场查看司炉工等特种设

备操作人员的上岗资质。

（五）人员防护。检查内容：运输人员、操作人员是否采

取有效生物安全防护措施，车辆、器皿等是否进行有效消毒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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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检查方法：现场查看操作人员生物防护措施落实情况。查

看消毒措施和记录。

（六）消防设施。检查内容：消防设施或设备是否配备齐

全有效；检查方法：现场查看消防设施配备情况及相关部门验

收及检验记录，查看生产场区、办公场所消防通道设置情况及

是否畅通。

三、检查依据

（一）《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奶畜饲

养以及生鲜乳生产环节、收购环节的监督检查。县级以上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部门应当加强对乳制品生产环节和乳品进出口

环节的监督检查。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乳制

品销售环节的监督检查。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应当加强

对乳制品餐饮服务环节的监督管理。监督检查部门之间，监督

检查部门与其他有关部门之间，应当及时通报乳品质量安全监

督管理信息。畜牧兽医、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应当

定期开展监督抽查，并记录监督抽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需要

对乳品进行抽样检查的，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所需费用由同级

财政列支。

（二）《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

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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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奶畜饲

养以及生鲜乳生产、收购环节的监督检查，定期开展生鲜乳质

量检测抽查，并记录监督抽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需要对生鲜

乳进行抽样检查的，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在进行监督检查时，

行使下列职权：（一）对奶畜养殖场所、生鲜乳收购站、生鲜

乳运输车辆实施现场检查；

（二）向有关人员调查、了解有关情况；

（三）查阅、复制养殖档案、生鲜乳收购记录、购销合同、

检验报告、生鲜乳交接单等资料；

（四）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符合乳品质量安全标准的

生鲜乳；

（五）查封涉嫌违法从事生鲜乳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扣

押用于违法生产、收购、贮存、运输生鲜乳的车辆、工具、设

备；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权。

5.农业转基因监管工作指引

一、检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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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转基因试验单位的检查

二、抽检查内容和方法

检查内容和方法严格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执行。

1.查证试验地点及周围环境是否与批复文件相一致；

2.核查田间试验概况包括田间试验的起止时间、试验总面

积、转基因植物品系名称等；

3.查看安全控制措施的有效性，包括隔离措施、防止转基

因植物扩散的其他措施、试验过程中出现意外事故的应急措施、

收获部分之外的残留部分处理措施等；

4.查看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档案，制度建设情况，包括相

关人员和物品出入授权登记、材料引进与转让制度等。

三、检查依据

（一）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17 年 10 月修订）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十一条

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与试验的单位，应当具备与安全

等级相适应的安全设施和措施，确保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与试

验的安全，并成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小组，负责本单位农业

转基因生物研究与试验的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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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

权采取下列措施：

1.询问被检查的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或者进口、

出口的单位和个人、利害关系人、证明人，并要求其提供与农

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有关的证明材料或者其他资料；

2.查阅或者复制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试验、生产、加工、

经营或者进口、出口的有关档案、账册和资料等；

3.要求有关单位和个人就有关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问

题作出说明；

4.责令违反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单位和个人停止

违法行为；

5.在紧急情况下，对非法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

或者进口、出口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实施封存或者扣押。

第三十九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监督检查时，

应当出示执法证件。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批准生产、加工农业

转基因生物或者未按照批准的品种、范围、安全管理要求和技

术标准生产、加工的，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停止

生产或者加工，没收违法生产或者加工的产品及违法所得；违

法所得 1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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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10 万元的，并处 10万元

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2022 年 1 月 21

日修订）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按照《条例》第三十八条和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十三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条例》第四十条

的规定，配合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做好监督检查工作。

第三十四条 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生产的单位，应

当接受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并在每年 3 月 31 日前,

向试验、生产所在地省级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提

交上一年度试验、生产总结报告。

6.农药监督检查工作指引

一、检查事项

1.农药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

2.农药经营单位、经营门店及市场的监督检查；

3.农药登记试验单位和登记过程的监督检查。

二、检查内容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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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药生产企业。检查生产许可情况、厂房、设备、原材

料进货记录、产品销售记录相关质量规章制度等，保证生产产

品与农药登记证一致。

2.农药经营企业。检查经营门店和网络销售农药平台是否

存在违规销售禁限用农药、假冒伪劣农药等行为，检查农药经

营台账记录以及农药存放安全隐患等。

3.农药登记试验单位。是否存在超出证书试验范围试验情

况，重要设备设施与申请资料是否相符,实验报告是否完备规

范,试验原始记录是否存在缺失或不完整的等情况进行检查。

三、检查依据

1.《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

主管部门履行农药监督管理职责，可以依法采取下列措施：（一）

进入农药生产、经营、使用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二）对生产、

经营、使用的农药实施抽查检测；（三）向有关人员调查了解

有关情况；（四）查阅、复制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

资料；（五）查封、扣押违法生产、经营、使用的农药，以及

用于违法生产、经营、使用农药的工具、设备、原材料等；（六）

查封违法生产、经营、使用农药的场所。

2.《农药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农业部门应当加强对农药生产企业的监督

检查，定期调查统计农药生产情况，建立农药生产诚信档案并

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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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

农业部门应当对农药经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定期调查统计农

药销售情况，建立农药经营诚信档案并予以公布。

4.《农药登记试验管理办法》第三十条 省级农业部门、

农业部对农药登记试验单位和登记试验过程进行监督检查，重

点检查以下内容：（一）试验单位资质条件变化情况；（二）

重要试验设备、设施情况；（三）试验地点、试验项目等备案

信息是否相符；（四）试验过程是否遵循法定的技术准则和方

法；（五）登记试验安全风险及其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六）

其他不符合农药登记试验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或者影响登记试

验质量的情况。

7.种子监督检查工作指引

一、抽查事项

（一）生产经营资质的检查

（二）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的检查

（三）生产经营档案的检查

（四）品种审定登记情况的检查

（五）种子质量的检查

二、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生产经营资质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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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种子经营主体证照是否齐全，生产经营范围是否与种

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一致，是否备案，备案内容是否完整。

（二）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的检查

检查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是否全面、真实、规范，能否实

现可追溯。

（三）生产经营档案的检查

检查种子经营主体是否建立档案，档案内容是否齐全、规

范。

（四）品种审定登记情况的检查

检查经营品种是否未审先推、越区种植、已撤销审定、已

撤销引种备案等违法推广销售，是否未经登记而发布广告、推

广，是否未经登记而以登记品种的名义销售，是否以试验用种

的名义推广、销售农作物种子。

（五）种子质量的检查

检查种子是否为假劣种子，质量是否符合标准规定或标签

标注要求，标注品种名称是否真实，是否为转基因种子等。

三、检查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21 年修正）

第七十五条

违反本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生产经营假种子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违法

所得和种子，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违法生产经营的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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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

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因

生产经营假种子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种子企业或

者其他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刑罚执行完

毕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种子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高级管理人

员。

第七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生产经营劣种子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违法

所得和种子；违法生产经营的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

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

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种子生产经营

许可证。因生产经营劣种子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种子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

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种子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高级管理人员。

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

违法所得和种子；违法生产经营的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

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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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值金额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可以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证：

（一）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种子的；

（二）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证的；

（三）未按照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的；

（四）伪造、变造、买卖、租借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

被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其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种子企业

的法定代表人、高级管理人员。

第七十八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罚款：

（一）对应当审定未经审定的农作物品种进行推广、销售

的；

（二）作为良种推广、销售应当审定未经审定的林木品种

的；

（三）推广、销售应当停止推广、销售的农作物品种或者

林木良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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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应当登记未经登记的农作物品种进行推广，或者

以登记品种的名义进行销售的；

（五）对已撤销登记的农作物品种进行推广，或者以登记

品种的名义进行销售的。

违反本法第二十三条、第四十二条规定，对应当审定未经

审定或者应当登记未经登记的农作物品种发布广告，或者广告

中有关品种的主要性状描述的内容与审定、登记公告不一致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八十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

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一）销售的种子应当包装而没有包装的；

（二）销售的种子没有使用说明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

的；

（三）涂改标签的；

（四）未按规定建立、保存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

（五）种子生产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专门经营不

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或者受委托生产、代销种子，未按规定备案

的。

（二）《山西省种子条例》（2018 年修正）

第四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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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对已撤销引种备案的农作物品

种进行推广、销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并处二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假农作物种子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经营，

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违法生产经

营的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

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劣农作物种子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经营，

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

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

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种子生

产经营许可证。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以试验用种的名义推广、

销售农作物种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货值在一万元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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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超过一万元的，并处十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8.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利用活动监督检查工作指引

一、抽查事项

（一）检查生产经营资质；

（二）检查生产经营台账；

（三）检查包装标签及内容。

二、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检查内容

1、经营场所及其设备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2、饲养人员、驯养人员证件；

3、经营许可证件是否合法有效；

4、日常管理规范等。

（二）检查方法

1、采取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等方式进行。

2、检查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现场

检查。

3、检查结束后，应当填写检查记录表等，并由检查对象

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或者盖章确认。

三、检查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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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第十九条

因保护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

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推

动保险机构开展野生动物致害赔偿保险业务。有关地方人民政

府采取预防、控制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危害的措施以及

实行补偿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补助。

第三十四条

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对

科学研究、人工繁育、公众展示展演等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的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9.无公害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查工作指引

一、抽查事项

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企业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情况及用标

情况。

二、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企业的认证产品是否在有效期内

检查无公害农产品证书的有效日期。

（二）资质条件及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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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证照是否齐全；

2.是否制定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3.是否有专人负责安全管理，员工上岗前是否经过安全生

产培训；

4.查阅相关证照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管理相关制度；

5.查阅是否明确有管理人员。

（三）农产品投入品的安全管理

1.是否有专门的存放区域，标识标牌；

2.查看投入品现场，抽查相关文件、证件、资料；

3.投入品是否在正规农资部门购买，有专人负责发放；有

相应的制度和相关记录；

4.现场查看投入品管理情况，按规定采购、贮存、出入库、

使用、处理等内容。

（四）是否按照与申报时相一致的规范化生产

对生产加工产品的企业，检查生产加工许可证，检查生产

设施、流程是否规范。

（五）产地环境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发生变化

检查基地图，检查检测机构出具的环境检测报告，并对照

基地情况，检查产地环境是否发生变化、产地范围是否发生变

化。

（六）运输设备管理

1.无公害农产品的原料、辅料、成品的运输工具使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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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场查看相关运输的设备、制度、人员管理情况，培训

证明材料。

（七）仓储设施

1.无公害农产品原料辅料、成品存放符合安全要求；具有

独立存放区域、防鼠防虫等相关设施。

2.现场查看企业是否按照标准码放原料和成品（包括叉车

码垛）。

（八）检查用标是否规范

检查在用标周期内，包装、标签是否规范，是否发生市场

监察不符合、或违规用标情况。

三、检查依据

《山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政策、资金等措施，

扶持农产品质量安全科学技术的研究、推广和农产品标准化生

产。

鼓励、支持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农产品生产者申请无公害

产地认定，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以及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

《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

第二条

对本办法所称无公害农产品，是指产地环境、生产过程和

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经认证合格获得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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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证书并允许使用无公害农产品标志的未经加工或者初加工

的食用农产品。

第九条 无公害农产品产地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产地环境

符合无公害农产品产地环境的标准要求；区域范围明确；具备

一定的生产规模。

第十条 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管理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生产过程符合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技术的标准要求；有相应

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有完善的质量控制措施，并有完整的

生产和销售记录档案。

第十一条 从事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

严格按规定使用农业投入品。禁止使用国家禁用、淘汰的农业

投入品。

第十二条 无公害农产品产地应当树立标示牌，标明范围、

产品品种、责任人。

10.绿色食品质量安全抽查工作指引

一、抽查事项

绿色食品认证企业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情况及用标情况。

二、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企业的认证产品是否在有效期内。

检查绿色食品产品证书的有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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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质条件及管理制度。企业证照是否齐全；是否制

定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是否有专人负责安

全管理，员工上岗前是否经过安全生产培训。查阅相关证照及

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管理相关制度，查阅是否明确有管理人员。

（三）农产品投入品的安全管理。是否有专门的存放区域，

标识标牌。查看投入品现场，抽查相关文件、证件、资料。投

入品是否在正规农资部门购买；有专人负责发放；有相应的制

度和相关记录。现场查看投入品管理情况，按规定采购（按照

绿色食品投入品管理清单）、贮存、出入库、使用、处理等内

容。

（四）是否按照与申报时相一致的规范化生产。

对生产加工产品的企业，检查生产加工许可证是否满一年、

是否涵盖申报产品，检查生产设施、流程是否规范。

（五）产地环境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发生变化。

检查基地图，检查检测机构出具的环境检测报告，并对照

基地情况，检查产地环境是否发生变化、产地范围是否发生变

化。

（六）运输设备管理。绿色食品的原料、辅料、成品的运

输工具使用管理。现场查看相关运输的设备、制度、人员管理

情况，培训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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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仓储设施。绿色食品原料辅料、成品存放符合安全

要求；具有独立存放区域、防鼠防虫等相关设施。现场查看企

业是否按照标准码放原料和成品（包括叉车码垛）。

（八）检查用标是否规范

检查在用标周期内，包装、标签是否规范，是否发生市场

监察不符合、或违规用标情况。

三、检查依据

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

第九条

申请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产品，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

律法规规定，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核定的范围内，并具备下

列条件：

（一）产品或产品原料产地环境符合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

量标准；

（二）农药、肥料、饲料、兽药等投入品使用符合绿色食

品投入品使用准则；

（三）产品质量符合绿色食品产品质量标准；

（四）包装贮运符合绿色食品包装贮运标准。

第十条

申请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生产单位（以下简称申请人），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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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二）具有绿色食品生产的环境条件和生产技术；

（三）具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

（四）具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生产技术人员和质量控制

人员；

（五）具有稳定的生产基地；

（六）申请前三年内无质量安全事故和不良诚信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