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央储备肉数量检查和质量公检

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央储备肉数量检查、核实和质量公检工作，

确保中央储备肉数量真实、质量完好，根据《中央储备肉管理办

法》（商务部 财政部 2007 年第 9号令）、《中央储备肉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商市运函[2008]320 号）和相关国家标准，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从事中央储备肉活畜储备和冻肉储备

工作的相关单位及数量检查、核实和质量公检的检查人员。

第三条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以下简称流通促进中心）

受商务部委托，负责中央储备肉入栏（库）数量检查、核实和质

量公检。

第二章 职 责

第四条 流通促进中心负责制订中央储备肉数量检查、核实和

质量公检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出具证书，汇总和报送数量检查、

核实情况和质量公检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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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承储单位负责中央储备肉在栏（库）管理，确保在规

定的保管期限内储存安全、数量真实、质量完好，做到账账相符、

账牌相符、账实相符。接受并配合检查人员实施中央储备肉数量

检查、核实和质量公检，为检查人员提供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和

采样工具，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及记录。中央储备肉活畜储备承储

单位应在每轮活畜储备计划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将在栏商品台

账(复印件)报流通促进中心。中央储备肉冻肉储备承储单位应及

时将储备冻肉入库进度报流通促进中心。

第三章 检查内容及方式

第六条 流通促进中心根据商务部、财政部下达的入栏（库）

计划，制订中央储备肉数量检查、核实和质量公检工作方案。原

则上，数量检查、核实与质量公检同步开展。

第七条 中央储备肉活畜储备数量检查、核实应在悬挂中央储

备肉标识牌的圈舍内进行，通过查看商品台账、平面布局图、圈

舍标牌、在栏活畜数量等，重点检查 60 公斤以上育肥猪、400 公

斤以上活牛、20 公斤以上活羊的存栏数量。

第八条 中央储备肉冻肉储备数量核实应对悬挂中央储备肉标

识卡的专垛进行现场清点，通过查看进货台账、库位平面图、垛

卡、原始码单、在库冻肉数量等，确定储备冻肉在库数量。

第九条 中央储备肉活畜储备数量检查、核实实行现场逐栋、

逐圈、逐栏、逐头（只）清点。同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随机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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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重点抽查等方法。

第十条 中央储备肉质量公检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中

央储备肉活畜储备基地场资质条件》（SB/T10384）、《国家储备冻

肉储存冷库资质条件》（SB/T10408）、储备合同等相关规定，采取

现场检查和抽样检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第四章 现场检查及抽样

第十一条 现场检查及抽样遵循以下程序：

（一）首次会议。检查人员出示检查员身份证明，组织承储

单位和相关人员召开首次会议，介绍检查的目的、范围、要求、

工作安排，宣读公正性及保密声明，发放检查情况反馈表，落实

陪同人员。检查人员及承储单位负责人均应在公正性声明的相应

位置签字。陪同人员应熟悉承储单位的情况，负责见证和确认现

场检查情况和结果。

（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分三个步骤进行。

1.查看相关文件记录。重点检查各项制度的落实情况及记录，

并填写检查记录。

2.抽样。按照本章有关规定进行抽样，并填写抽样记录。

3.数量清点。按照第三章的规定执行，并填写数量检查记录。

（三）内部沟通。检查人员根据现场检查情况，达成一致意

见，对检查项目作出判定，并对不符合的情况进行描述，形成现

场检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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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末次会议。检查小组组织承储单位有关人员召开末次

会议，宣布现场检查情况，并在记录表相应位置签字、盖章。

第十二条 中央储备肉活畜储备现场重点检查基地场生产设

施、消毒防疫设施、兽医室、药房、病畜隔离舍、病死畜处理设

施、粪污处理设施、防疫程序、饲养管理、生产制度及相关文件、

记录等（具体检查项目见附件 1）。

第十三条 中央储备肉活畜储备抽样检测，主要抽取饲料和尿

液作为检验样品。活畜储备饲料抽样在活畜储备基地场饲料贮存

库或栋舍饲料间，抽取生猪育肥后期配合饲料或牛羊精料补充饲

料样品。生猪基地场还需根据储备数量随机抽取育肥后期 3-5 头

份生猪尿液样品，每份尿液不少于 200 毫升。抽取的样品一式两

份，现场加贴封条，其中一份用于检测，一份留基地场低温（4C

以下）保存。

第十四条 开展中央储备肉冻肉储备入库质量公检时，同时检

查冷库相关文件记录、设施设备、卫生管理、储存管理、产品包

装标识等（具体检查项目见附件 2和附件 3）。

第十五条 中央储备肉冻肉储备抽样，按产品标的随机抽取检

验样品。冻肉储备抽样应在储备专库专垛中进行，每份样品不少

于 2.5 公斤。抽取的样品一式二份，其中一份用于检测，一份留

承储单位冷冻（-18℃）保存。品质、分级等项目另取样品，并保

证样品完整。检测样品在储存、运输过程应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

以保证样品满足检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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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实验室检测

第十六条 流通促进中心严格按照有关产品标准、规程和合同

要求，对抽取的样品进行检测，对现场检测呈阳性的样品需妥善

保存带回实验室进行确证检验。

第十七条 中央储备肉活畜储备样品，重点检测违禁药物、农

兽药残留、重金属残留等项目（具体检测项目见附件 4）。其中违

禁药物为必检项目，其他为选检项目。

第十八条 中央储备肉冻肉储备样品重点检测加工要求、分级、

水分、违禁药物、农兽药残留、重金属残留等项目（具体检测项

目见附件 5和附件 6）,其中加工要求、分级、水分、违禁药物为

必检项目，其他为选检项目。

第六章 结果报告和出证

第十九条 数量检查、核实结果判定原则。中央储备肉活畜储

备实际储备数量达到储备计划的判定为合格，实际储备数量未达

到储备计划的判定为不合格。中央储备肉冻肉储备数量以实际入

库数量为准。

现场检查与抽样检测两项结果均合格的质量公检结论为合

格，两项中有一项结果不合格的质量公检结论为不合格。

第二十条 数量检查、核实和质量公检均合格的，由流通促进

中心出具中央储备肉检查合格证书。

第二十一条 流通促进中心在每轮活畜储备计划结束之日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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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内，向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报告数量检查核实

情况和质量公检结果，并在储备计划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承储

单位出具中央储备肉检查证书。

第二十二条 流通促进中心在接到冻肉承储单位公检申请后

的 3个工作日内到现场实施公检，在 10 个工作日内向商务部市场

运行和消费促进司报告检查结果，并在 15 个工作日内向承储单位

出具中央储备肉检查证书。

第七章 复检及异议处理

第二十三条 储备数量检查结果不受理复检申请。

第二十四条 承储单位对流通促进中心出具的质量公检结果

有异议，可在收到初检不合格结果确认通知后的 2个工作日，以

书面形式向流通促进中心提出。流通促进中心应在收到异议书面

材料后的 3个工作日内提出处理意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流通

促进中心可不予受理：（一）逾期提出异议的；（二）未提供证据

证明公检结果失实或不准确的。承储单位提供了真实证据，并要

求复检的，可对备样复检。承储单位对复检结论仍有异议的，可

在收到异议处理结果后的 7个工作日内向商务部申诉。

第八章 检查纪律

第二十五条 承储单位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检查，对不接受、

阻挠检查的，视为不合格。

第二十六条 检查人员应遵守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差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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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检查单位承担，不得接受承储单位的宴请和馈赠。

第二十七条 检查结束后，承储单位对检查人员的行为进行评

价，并填写《中央储备肉检查情况反馈表》，密封后交检查人员带

回，也可邮寄或传真至流通促进中心。

第二十八条 对检查人员行为有异议的，向流通促进中心或商

务部投诉，应提交书面材料并附相关证据。

第九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细则由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负责解

释。

第三十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中央储备肉活畜储备现场检查项目

2.中央储备冻猪肉现场检查项目

3.中央储备冻牛羊肉现场检查项目

4.中央储备肉活畜储备质量公检检测项目

5.中央储备冻猪肉质量公检检测项目

6.中央储备冻牛羊肉质量公检检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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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央储备肉活畜储备现场检查项目

一、数量检查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备注

1
基本

情况

圈舍总数量 检查育肥畜总圈舍数量。

生产情况

上年度出栏数量。

总在栏数量。

基础母猪数量。 限活猪储备

后备母猪数量。 限活猪储备

公猪数量。 限活猪储备

哺乳仔猪数量。 限活猪储备

保育猪数量。 限活猪储备

育肥猪数量（60Kg以下）。 限活猪储备

2 储备数量
育肥畜数量（活猪 60Kg以上,活牛 400Kg以上，活
羊 20Kg 以上）。

二、质量管理检查

1
总要

求

资质 ★有效期内的动物防疫合格证。

文件

基地场布局平面图（明示中央储备活畜位置）。

兽医防疫管理规定及记录。

饲养管理规定及记录。

2
基地

场建

设

设施

★生产区入口处设有消毒设施并有效运行。

畜舍入口处设有消毒设施并有效运行。

3 防疫

消毒

场地消毒。

设施和设备消毒。

活畜消毒。

无害化处理
病死畜无害化处理记录。

兽药
★查有无违禁药物及人用药物。

★兽药休药期执行情况。

4
饲养

管理

饲料

预混料 预混料使用情况。

药物添加剂
药物添加情况。

★药物添加剂休药期执行情况。

饮水 有效期内的水质检测报告，水质达标。

备注：现场检查项目中★项为重点项, ★项全部符合，且一般项少于 3 项（含 3

项）不符合，判定为合格；★项一项不符合或一般项 3项以上不符合，判定为不合格。

数量检查单独判定，达到储备计划的判定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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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央储备冻猪肉现场检查项目

一、数量检查

序

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备注

1 基本情况 库容。

2 储备数量 在库冻肉数量。

二、质量管理检查

序

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类别

1

资

质

证

明

冷

库

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 A

食品流通许可证(必要时)。 B

加工

企业

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 A

定点屠宰许可证。 A

动物防疫合格证。 A

2 产

品

产品

合格证

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外省产品 A证，本省产品 B证）。 A

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一个生产日期一证）。 A

包装

片

猪

肉

包装为内衬塑料袋的编制袋。 B

塑料薄膜，符合 GB4456 的要求。 B

分

割

肉

内包装为无色透明塑料薄膜，符合 GB4456 的要求。 A

外包装为瓦楞纸箱，符合 GB6543 的要求。 B

包装应牢固、完整、清洁。 B

标识

冻片猪肉：在每只胴体的臀部和肩胛部加盖兽医验讫、检验合格

和等级印戳，字迹清晰整齐。
A

□检疫签(片猪肉可不查）□带生产日期的产品合格证。 A

包装外侧应标明：

□产品名称□级别□净含量（千克）□生产企业名称和地址□产

品执行的标准号□注明贮存条件；

□生产日期。

A

日期标识不得加贴、补印；纸箱标注内容必须是印刷的，不允许

黏贴等形式。
A

保质期：片猪肉≥7个月，分割猪肉≥11 个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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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
冻肉表面不得有冰霜，底面不得有血冰。 A

每箱内Ⅱ号肉卷数≤8卷、Ⅳ号肉≤6卷。 A

生产

日期
冻肉为入库验收前 30 天内生产的产品，箱体内外日期必须一致。 A

中心

温度
冻肉中心温度≤-15℃。 B

质量

承诺
提供加工企业质量保证承诺书。 B

3
文

件

制度

冷库卫生管理规定。 B

冷库商品台帐管理规定。 B

冷库平面布置图和冻肉货位图。 B

记录

冻肉入库称量记录。 B

冻肉入库温度检测记录。 B

库内温度检测记录。 B

清洁

消毒

用品

工器具应定期清洁和消毒。 B

清洁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等物品专人管理。 B

冷库设施设备安全运行检查记录。 B

库内冻肉检查记录。 B

4

设

施

设

备

温湿

度计

温度计是否有效。

湿度计是否有效（适用时）；湿度要求达到 95%-100%。
B

5 卫生管理 库内无杂物、无有毒有害物品、无异味。 B

6

储

存

管

理

储存

要求

专库或专垛储存，垛与垛之间有效间隔，及足够的人员或装卸设

备进出的通道。
A

冻肉堆码应：

距库顶≥0.2m，距顶排管下侧≥0.3m，距顶排管横侧≥0.2m，距

无排管的墙≥0.2m，距墙排管外侧≥0.4m，距冷风机周围≥1.5m，

距风顶排管横侧≥0.2m。

B

冻肉堆码应有垛卡，是否标识：

□品种 □规格 □数量 □质量 □等级□生产厂家 □生产日期

□入库日期。

B

库内温度在-18℃以下。 B

备注：现场检查项目中关键项（A）全部符合，且重要项（B）少于 5项（含 5项）

不符合，则判定为合格；关键项（A）一项不符合或重要项（B）5项以上不符合，则判

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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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央储备冻牛羊肉现场检查项目

一、数量检查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备注

1 基本情况 库容。

2 储备数量 在库冻肉数量。

二、质量管理检查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

内容
要求 类别

1 资质

冷库资质证明
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食品流通许可证（适用时）、清

真冷库证明。
A

加工企业资质

证明

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动物防疫合格证、屠宰许可证

明、清真证明。
A

2 产品

产品合格证 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出厂合格证。 A

包装

冻胴体羊肉包装为内衬塑料袋的编制袋。

冻黄牛肉、冻牦牛肉、冻卷羊肉：内包装为无色透明

塑料薄膜，外包装为瓦楞纸箱。

包装应牢固、完整、清洁。

A

标识

冻胴体羊肉：在每只胴体的臀部加盖检验检疫验讫，

字迹必须清晰整齐。

内外包装标志应符合《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

的规定。

内外包装物的显著位置要印制清真标识，文字、形状

和图案应符合民族要求。

A

冻黄牛肉、冻牦牛肉、冻卷羊肉：标识齐全，带产品

标签、检疫签、产品合格证、清真标识。箱外两侧应

标明产品名称、级别、净含量（千克）、生产企业依

法登记注册的名称和地址、产品执行的标准号、生产

日期、保质期或(和）保存期，并注明贮存条件。标注

符合《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的规定。保

质期≥10 个月。

内外包装物的显著位置要印制清真标识，文字、形状

和图案应符合民族要求。

生产日期 冻肉为入库验收前 30 天内生产的产品。 A

中心温度 冻肉中心温度≤-15℃。 B

质量承诺 提供原厂质量保证承诺书。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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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件

制度

应建立冷库卫生管理规定。 B

应建立冷库商品台帐管理规定。 B

应有冷库平面布置图和冻肉货位图。 B

记录

应建立冻肉入库称量记录。 B

应建立冻肉入库温度检测记录。 B

应建立库内温度检测记录。 B

应建立库内冻肉检查情况记录。 B

应建立清洁、消毒用品保管和使用记录。 B

应建立冷库设施设备安全运行检查记录。 B

4
冷库设施

设备
温度显示装置 温度显示计。 B

5
冷库卫生

管理
卫生管理 库内无杂物、无有毒有害物品、无异味。 B

6 储存管理 储存管理

专库或专垛储存，牛羊肉不能与非清真产品混放。 A

冻肉堆码应距库顶≥0.2m，距顶排管下侧≥0.3m，距

顶排管横侧≥0.2m，距无排管的墙≥0.2m，距墙排管

外侧≥0.4m，距冷风机周围≥1.5m，距风顶排管横侧

≥0.2m。

B

冻肉堆码应有垛卡，垛卡应标识品种、规格、数量、

质量、等级、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入库日期等。

B

库内温度在-18℃以下。 B

备注：现场检查项目中关键项（A）全部符合，且重要项（B）少于 5项（含 5项）

不符合，则判定为合格；关键项（A）一项不符合或重要项（B）5项以上不符合，则判

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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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中央储备肉活畜储备质量公检检测项目

畜种 样品名称 检验项目 判定依据（标准值）

活猪
配合饲料

砷 （mg/kg） GB13078-2001 (≤2.0)

汞 （mg/kg） GB13078-2001 (≤0.1)

六六六（mg/ kg） GB13078-2001 (≤0.4)

滴滴涕（mg/ kg） GB13078-2001 (≤0.2)

黄曲霉毒素 B1

(μg/kg)
GB13078-2001 (≤20 )

盐酸克伦特罗 农业部公告第 176 号（不得检出）

莱克多巴胺 农业部公告第 176 号（不得检出）

沙丁胺醇 农业部公告第 176 号（不得检出）

猪尿 盐酸克伦特罗 不得检出

活牛 精料补充料

砷 （mg/kg） GB13078-2001 (≤10.0)

霉菌（个/g） GB13078-2001 (＜45×10
3
)

黄曲霉毒素 B1

(μg/kg)
GB13078-2001 (≤50 )

盐酸克伦特罗 农业部公告第 176 号（不得检出）

莱克多巴胺 农业部公告第 176 号（不得检出）

沙丁胺醇 农业部公告第 176 号（不得检出）

活羊 精料补充料

砷 （mg/kg） GB13078-2001 (≤10.0)

盐酸克伦特罗 农业部公告第 176 号（不得检出）

莱克多巴胺 农业部公告第 176 号（不得检出）

沙丁胺醇 农业部公告第 176 号（不得检出）

备注：所有项目检测结果均合格的，判定为合格；有一项目检测结果不合格的，判

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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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中央储备冻猪肉质量公检检测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判定标准 指标要求 备注

1 产品分级 GB9959.1-2001 合同 限冻片猪肉

2 加工要求
合同

GB9959.1、GB9959.2

3 感官
GB9959.1-2001

GB/T9959.2-2008
符合感官要求

4 挥发性盐基氮
GB2707-2005

GB/T9959.2-2008
≤15mg/100g

5 水分

GB18394-2001

GB2707-2005

GB/T9959.2-2008

≤77%

6 总汞
GB9959.1-2001

GB/T9959.2-2008
≤0.05mg/kg

7 镉
GB2707-2005

GB/T9959.2-2008
≤0.1mg/kg

8 铅
GB2707-2005

GB/T9959.2-2008
≤0.2mg/kg

9 无机砷
GB2707-2005

GB/T9959.2-2008
≤0.05mg/kg

10 六六六
GB18406.3-2001

GB/T9959.2-2008
≤0.2mg/kg

11 滴滴涕
GB18406.3-2001

GB/T9959.2-2008
≤0.2mg/kg

12 敌敌畏
GB18406.3-2001

GB/T9959.2-2008

≤0.05mg/kg 限冻片猪肉

不得检出
限分割冻猪瘦

肉

13 四环素
GB18406.3-2001

GB/T9959.2-2008
≤0.1mg/kg

14 土霉素
GB18406.3-2001

GB/T9959.2-2008
≤0.1mg/kg

15 金霉素
GB/T9959.2-2008

农业部【2002】235 号公告
≤0.1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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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判定标准 指标要求 备注

16 氯霉素
GB18406.3-2001

GB/T9959.2-2008
不得检出

17 磺胺类
GB18406.3-2001

GB/T9959.2-2008
≤0.1mg/kg

18 盐酸克伦特罗 整顿办函[2010]50 号 不得检出

19 莱克多巴胺 整顿办函[2010]50 号 不得检出

20 沙丁胺醇 整顿办函[2010]50 号 不得检出

备注：所有项目检测结果均合格的，判定为合格；有一项目检测结果不合格的，判

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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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中央储备冻牛羊肉质量公检检测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判定标准

指标要求 备注
冻牛肉 冻羊肉

1 产品分级 GB/T9960-2008 GB/T9961-2008 合同
现场

检验

2 感官
GB/T9960-2008

GB/T17238-2008
GB/T9961-2008 符合感官要求

3 加工要求 合同
合同

GB/T 9961-2008

4
挥发性盐基

氮

GB/T9960-2008

GB/T17238-2008
GB/T9961-2008 ≤15mg/100g

5 总汞
GB/T9960-2008

GB/T17238-2008
GB/T9961-2008 ≤0.05mg/kg

6 水分 GB18394-2001
牛肉≤77%

羊肉≤78%

7 盐酸克伦特罗 整顿办函[2010]50 号 不得检出

8 莱克多巴胺 整顿办函[2010]50 号 不得检出

9 沙丁胺醇 整顿办函[2010]50 号 不得检出

备注：所有项目检测结果均合格的，判定为合格；有一项目检测结果不合格的，判

定为不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