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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宁县现代枸杞产业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
建设实施方案

根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自治区

九大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宁党办〔2020〕8

8 号）》精神，为全面落实《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目标任务，按照《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生态环境厅、农业农

村厅、卫生健康委、银川海关、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宁夏农林

科学院关于印发宁夏现代枸杞产业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

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宁市监发〔2021〕28 号）要求，结

合我县实际，特制定中宁县现代枸杞产业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

建设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保障枸杞产品质量安全为目标，加快检验检测机构建设管

理和运行保障，全面推行合法资质认定，提升检验检测能力水平，

缩短检验检测时间，扩大检验检测覆盖面，建成布局合理、职能

明确、功能齐全、运行高效的枸杞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实现

全县枸杞“应检尽检”，为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

术支撑，促进枸杞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枸杞产品市场竞争

力和中宁枸杞品牌声誉，有效服务现代枸杞产业发展。

二、主要工作任务

（一）强化相关标准的宣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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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枸杞产业关键环节，加大枸杞种植、烘干、加工、仓储、

物流、营销、服务等全产业链标准的宣传和普及力度，重点宣传

中药材《中华药典》（2020 版）、《国家标准 枸杞》

(GB/T18672-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最大农药残留

限量》（GB/T2763-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

用标准》（GB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果蔬汁类及其

饮料》（GB/T31121-2014）、《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枸杞》

（DBS64/001-2017）、《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枸杞干果中农药最

大残留限量》（DBS64/005-2021）《中宁枸杞原浆标准》（T/NXFSA

003S-2020）等，进一步规范枸杞生产经营主体的标准化生产行

为，不断提高标准规范的贯彻执行力，营造全社会人人都是标准

宣传者、遵守者、执行者的良好氛围。

（二）健全枸杞检验检测网络。

1.加强枸杞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建设。依托银川海关技术

中心中卫实验室（中宁）,组建枸杞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中

宁）,不断更新检验检测设备，研发检测技术，进一步加强技术

人员技能培训，提高枸杞检验检测能力，为全县及周边地区枸杞

产品提供委托检测服务。

2.加强中宁国际枸杞交易中心枸杞质量安全检测站检验检

测能力建设。通过财政定额补助方式，更新快检设备，新增快速

检测设备 1 套，配备足够的专业检测人员，质量安全检测站检测

人员增加至 5 人，进行检验检测资质认定，解决中宁国际枸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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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心枸杞质量安全检测站检测能力不足问题，加快检验检测速

度，提高检验检测的准确性和覆盖面，全面提升检验检测能力，

压实市场开办方“入市必检”主体责任。同时，在市场内设置电

子显示屏，公示检测数据、处罚处置情况和市场交易信息。

3.加强枸杞种植基地和生产企业自检能力建设。鼓励枸杞种

植企业、合作社、基地和枸杞生产企业建设、完善具备枸杞农药

残留、二氧化硫等一般项目检检验检测能力的实验室，不断提高自

检能力。

4.提升县级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建设县

级枸杞快速检测实验室，实施县市场监管局食品检测中心、农业

农村局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建设项目，配置检测仪器设备，购置

快速检测设备和耗材，配备专业检测人员，负责对枸杞干果、鲜

果质量安全快速检测，确保源头产出安全，不断提升全县枸杞检

测能力和水平。

（三）强化全程检测。

坚持抓产业必须抓质量、必须抓安全的原则，落实枸杞生产

经营者的主体责任、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乡镇政府的属地管理

责任，加强枸杞从种植、制干到生产加工、市场销售全过程的检

验检测，防止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枸杞进入消费市场。

1.加强产地环境要素监测。对枸杞种植基地土壤、灌溉用水、

投入品等相关环境要素进行取样检测，每个小产区每年采样不少

于 20 批次，及时将检测结果通报种植企业或基地，为全县枸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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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种植提供科学依据。

2.加强枸杞种植过程自检管理。督促枸杞种植基地、合作社

和茨农加强枸杞投入品使用和管理。枸杞种植基地、合作社要建

立投入品进出库及使用管理台账，严格执行农药安全间隔期的规

定。督促种植基地和茨农按照“种植地块茬茬检验”制度，对每

茬枸杞采摘后和产品上市前进行农残检测，避免不符合质量安全

标准的枸杞产品流入生产企业和终端销售市场。

3.加强枸杞制干过程管理。建立完善枸杞制干中心，加大对

清洁能源烘干设施应用；加强二氧化硫快速检测，严格落实食品

添加剂使用管理制度，留存使用记录备查，确保枸杞产品二氧化

硫符合标准。

4.加强生产企业自检管理。按照《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

许可审查通则及审查细则》的要求，建立完善食品检验检测实验

室，加强对枸杞原料、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对枸杞及其制品按

照产品标准，针对农药残留、二氧化硫、感官指标、水分、标签

标识等项目进行出厂检验，检测合格后附检验报告、合格证方可

出厂，并留存检测记录备查。用于出口的枸杞，按照国际相关标

准进行检测。

5.加强市场准入检测管理。督促中宁国际枸杞交易中心、各

商场超市、专卖店和网络平台依法履行主体责任，进入市场销售

的枸杞干（鲜）果须持有检验报告或合格证明，预包装枸杞及其

制品应查验检验报告，散装枸杞应查验合格证明。中宁国际枸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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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中心要依法履行市场开办方责任，对进入枸杞批发市场交易

的枸杞，严格市场准入、准出制度，按照入市必检、合格入场、

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退市的要求，对进入市场交易的枸杞采取快

速检测的方法进行抽查检验，主要检测二氧化硫和农药残留,严

把枸杞入市关，杜绝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枸杞入市。

6.加强监督抽检和例行监测。通过政府购买检测服务的方式，

委托银川海关技术中心中卫实验室（中宁），加大抽检力度，倒

逼企业、合作社和茨农从种植端加强生产管理，确保枸杞产品质

量。配合自治区林草局对枸杞种植基地和制干过程中的枸杞干

（鲜）果进行质量安全例行监测。配合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

对枸杞生产企业和市场销售的枸杞及其制品实施监督抽检，切实

加强枸杞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管控。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推进枸杞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将定期

组织召开枸杞产业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听取各责任部门（单位）

工作进展情况，分析、研究、解决枸杞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

设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推进枸杞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各

责任部门（单位）要高度重视，切实把建立健全枸杞产业检验检

测体系作为推进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将枸杞

产品检验检测能力建设与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积极与发

改、财政及上级业务部门对接，争取政策、项目、资金支持，努

力促进我县枸杞产品质量安全和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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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协调配合。各部门（单位）要将枸杞检验检测能

力建设作为提升我县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重要内容，及时掌握和

研究解决检验检测能力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协调

配合，重视人员配备和人才培养，为推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提供

保障。

（三）规范检验检测。开展检验检测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要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工作制度组织实施，确保抽样

和检测工作严谨规范，检测数据准确可靠，管理和处置措施科学。

同时，将枸杞产业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纳入县财政予以保

障。枸杞检验检测专项资金要按照财务规定做到专款专用、合规

合理。

（四）强化督查考核。县委督查室、政府督查室要加大对枸

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工作落实情况的督查力度，及时将督

查情况上报县委、政府。对工作推进缓慢、落实不到位的部门（单

位），要严肃问责。

附件：中宁县现代枸杞产业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任务

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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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宁县现代枸杞产业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任务清单

序

号
工作任务

县级包

抓领导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主要任务及推进计划 完成时限 备注

一、强化枸杞相关标准的宣传贯彻

1
强化相关
标准的宣

贯

贺伟龙
花 铎

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枸杞产
业发展服务中

心

县农业农村局、卫
生健康局、各乡镇

加大枸杞种植、烘干、加工、仓储、物
流、营销、服务等全产业链标准的宣传和普
及力度，进一步规范枸杞生产经营主体的标
准化生产行为，不断提高标准规范的贯彻执
行力，营造全社会人人都是标准宣传者、遵
守者、执行者的良好氛围。

长期坚持

二、健全枸杞检验检测网络

2

加强枸杞
质量安全
检验检测
中心建设

花 铎
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

县枸杞产业发展
服务中心、银川海
关技术中心中卫

实验室

依托银川海关技术中心中卫实验室（中
宁）,组建枸杞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中宁）,
不断更新检验检测设备，研发检测技术，进
一步加强技术人员技能培训，提高枸杞检验
检测能力，为全县及周边地区枸杞产品提供
委托检测服务。

2021 年 11
月 30日前并

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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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作任务

县级包

抓领导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主要任务及推进计划 完成时限 备注

3

加强中宁
国际枸杞
交易中心
枸杞质量
安全检测
站检验检
测能力建

设

花 铎
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

县财政局、枸杞产
业发展服务中心、
中杞集团

更新快检设备，新增快速检测设备 1 套，
配备足够的专业检测人员，质量安全检测站
检测人员增加至 5 人，进行检验检测资质认
定，加快检验检测速度，提高检验检测的准
确性和覆盖面，全面提升检验检测能力，压
实市场开办方“入市必检”主体责任。同时，
在市场内设置电子显示屏，公示检测数据、
处罚处置情况和市场交易信息。

2021 年 11
月 30日前并

长期坚持

4

加强枸杞
种植基地
和生产企
业自检能
力建设

贺伟龙

花 铎

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枸杞产

业发展服务中

心

各乡镇

鼓励枸杞种植企业、合作社、基地和枸
杞生产企业建设、完善具备枸杞农药残留、
二氧化硫等一般项目检检验检测能力的实验
室，不断提高自检能力。

2021 年 11
月 30日前并

长期坚持

5
提升县级
检验检测
机构能力

贺伟龙

花 铎

县农业农村

局、市场监督

管理局

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财政局

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建设县级枸杞快速
检测实验室，实施县市场监管局食品检测中
心、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建设项
目，配置检测仪器设备，购置快速检测设备
和耗材，配备专业检测人员，负责对枸杞干
果、鲜果质量安全快速检测，确保源头产出
安全，不断提升全县枸杞检测能力和水平。

2021 年 12
月 30日前并

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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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作任务

县级包

抓领导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主要任务及推进计划 完成时限 备注

三、强化全程检测

6
加强产地
环境要素
监测

花 铎
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

县枸杞产业发展

服务中心、银川海

关技术中心中卫

实验室、各乡镇

对枸杞种植基地土壤、灌溉用水、投入
品等相关环境要素进行取样检测，每个小产
区每年采样不少于 20 批次，及时将检测结果
通报种植企业或基地，为全县枸杞标准化种
植提供科学依据。

2021 年 4 月
30 日前并长

期坚持

7
加强枸杞
种植过程
自检管理

贺伟龙

花 铎

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枸杞产

业发展服务中

心

县农业农村局、各

乡镇

督促指导枸杞种植基地、合作社和茨农
加强枸杞投入品使用和管理。枸杞种植基地、
合作社要建立投入品进出库及使用管理台
账，严格执行农药安全间隔期的规定。督促
种植基地和茨农按照“种植地块茬茬检验”
制度，对每茬枸杞采摘后和产品上市前进行
农残检测，避免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枸杞
产品流入生产企业和终端销售市场。

2021 年 10
月 30日前长

期坚持

8
加强枸杞
制干过程
管理

贺伟龙
县枸杞产业发

展服务中心

县农业农村局、市

场监督管理局、各

乡镇

建立完善枸杞制干中心，加大对清洁能
源烘干设施应用；在制干环节，加强二氧化
硫快速检测，严格落实食品添加剂使用管理
制度，留存使用记录备查，确保枸杞产品二
氧化硫符合标准。

2021 年 11
月 30日前长

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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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作任务

县级包

抓领导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主要任务及推进计划 完成时限 备注

9
加强生产
企业自检
管理

花 铎
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

县枸杞产业发展

服务中心、各乡镇

按照《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审
查通则及审查细则》的要求，建立完善食品
检验检测实验室，加强对枸杞原料、生产过
程的质量控制，对枸杞及其制品按照产品标
准，针对农药残留、二氧化硫、感官指标、
水分、标签标识等项目进行出厂检验，检测
合格后附检验报告、合格证方可出厂，并留
存检测记录备查。用于出口的枸杞，按照国
际相关标准进行检测。

2021 年 11
月 30日前长

期坚持

10
加强市场

准入检测

管理

花 铎
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

县枸杞产业发展

服务中心、各乡

镇、中杞集团

督促中宁国际枸杞交易中心、各商场超
市、专卖店和网络平台依法履行主体责任，
进入市场销售的枸杞干（鲜）果须持有检验
报告或合格证明，预包装枸杞及其制品应查
验检验报告，散装枸杞应查验合格证明。中
宁国际枸杞交易中心要依法履行市场开办方
责任，对进入枸杞批发市场交易的枸杞，严
格市场准入、准出制度，按照入市必检、合
格入场、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退市的要求，
对进入市场交易的枸杞采取快速检测的方法
进行抽查检验，主要检测二氧化硫和农药残
留,严把枸杞入市关，杜绝不符合质量安全标
准的枸杞入市。全年检测不少于 1.2 万批次。

2021 年 11
月 30日前并

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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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作任务

县级包

抓领导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主要任务及推进计划 完成时限 备注

11
加强监督

抽检和例

行监测

贺伟龙

花 铎

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枸杞产

业发展服务中

心

县农业农村局、各

乡镇

通过政府购买检测服务的方式，委托银
川海关技术中心中卫实验室（中宁），加大
抽检力度，倒逼企业、合作社和茨农从种植
端加强生产管理，确保枸杞产品质量。配合
自治区林草局对枸杞种植基地和制干过程中
的枸杞干（鲜）果进行质量安全例行监测。
配合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对枸杞生产企
业和市场销售的枸杞及其制品实施监督抽
检，切实加强枸杞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管控。

2021 年 11
月 30日前并

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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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宁县现代枸杞产业标准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为全面落实《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目标任务，

加快推进我县枸杞产业发展标准化建设进程，规范枸杞生产产前、

产中、产后全过程管理，全面提升枸杞产品质量和安全，制定本

方案。

一、目的及意义

建立枸杞产业标准体系就是运用“统一、简化、协调、优化”

的原则，对枸杞生产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通过制定标准和

实施标准，促进先进的科技成果和经验迅速推广，确保枸杞产品

质量和安全，促进产品流通，规范市场秩序，指导生产，引导消

费，从而取得经济、社会和生态的最佳效益，达到提高枸杞产品

竞争力的目的。

二、遵循的原则

1.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引领,系统布局的原则,注重顶层设计，

注重统筹规划。

2.制定标准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政策、法令，有利于推动技术

进步，增加产量，提高产品质量。坚持国家、行业、地方、企业

各级各类标准协调发展，鼓励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3.坚持绿色种植、绿色流通、精细化加工的原则,注重促进

产业发展。

4.坚持标准先行,食品、药品齐头并进,整体优化的原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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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品牌战略。

5.坚持清理整合、制订修订、借鉴采用,弥补完善相结合的

原则,注重创新引进。鼓励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6.有利于按质论价，实现优质优价，兼顾农、工、商和消费

者利益。

三、建立枸杞产业标准体系的依据

(一)按照产业链构建标准体系。突出技术优势，使枸杞生产

各环节都有标准可依，相互紧密衔接，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标准

体系。

(二)按照产业保护的要求构建标准体系。以保护产业发展为

重点，对地理标识范围内的枸杞产品实行保护，构建标准体系。

四、目标任务

梳理与枸杞生产、经营、管理相关的各类标准，形成层次、

类别清晰，涵盖枸杞生产经营全过程的标准体系。引导和督促生

产经营者贯彻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制定企业内控标

准，严格对标生产。构建以枸杞生产经营者为主体，以产品质量

达标为基础，以达标认定与检测能力建设为手段，强化政府督导，

形成标准制修订与贯彻执行、推广应用的互动机制。十四五期间，

通过标准引领，全县枸杞标准化基地建设面积达到 20 万亩以上，

全部通过绿色食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鼓励枸杞生产企业开展

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相关质量认证工作；持续开展农业标准化

示范县、质量安全示范县、“GAP”示范县等创建工作，争创国

http://www.so.com/s?q=%E8%A1%8C%E4%B8%9A%E6%A0%87%E5%87%8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9F%BA%E7%A1%80&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C%BA%E5%88%B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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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

家现代农业（枸杞）标准化产业园。

五、实施内容

（一）完善建立枸杞产业标准体系

对现有枸杞相关标准进行优化，建立完善的中宁枸杞产业标

准体系。整理收录与枸杞生产经营相关的主要法律法规、政策文

件、围绕的方针目标，形成以技术为主体，质量为导向的技术标

准体系、管理标准体系、工作标准体系三位一体的中宁枸杞产业

标准体系。（图示 1）

图示 1 标准体系结构框架图

1.技术标准体系

整理现有枸杞产业技术标准，对枸杞生产、加工、流通和销

售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制定的技术准则、规程、规范、质量要求等

进行梳理，形成一个较完整的质量控制技术标准体系。（图示 2）

技术标准体系 管理标准体系 工作标准体系

法律法规 政策文件 方针目标

枸杞产业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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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 2 技术标准体系结构图

1.1 技术基础标准

技术基础标准是指导技术标准制定的标准，如标准化工作导

则、技术术语、环境标准、农药使用准则、检测方法及规则等。

枸杞生产、加工、销售过程中为控制产品质量，制定的技术标准

都要以技术基础标准为依据。现行执行标准主要有《宁夏枸杞标

准体系建设指南》《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绿色食品肥料使

用准则》等。

1.2 基地建设标准

基地建设主要包括基地环境质量要求、基地建设基础设施条

件等标准。现行执行标准主要有《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农

技术标准体系

技
术
基
础
标
准

产
品
流
通
、
销
售
标
准

种
苗
繁
育
标
准

生
产
技
术
标
准

采
摘
、
加
工
标
准

枸
杞
产
品
质
量
标
准

基
地
建
设
标
准

其
它
技
术
标
准



- 16 -

业气象观测规范 枸杞》等。

1.3 种苗繁育标准

种苗繁育标准主要包括亲本种质、品种选育、亲本繁育种苗

质量等标准。现行执行标准主要有《枸杞良种采穗圃营建技术规

程》《枸杞周年扦插育苗技术规程》《枸杞苗木质量》等，枸杞

苗木繁育生产经营单位为该类标准的执行应用主体。

1.4 生产技术标准

生产技术标准主要包括枸杞种植技术规程、规范，按各品种

生产过程农艺措施的相对独立性、单项技术的成熟性、关键环节

质量控制的要求，可细分若干标准。现行执行标准主要有《宁杞

4 号栽培技术规程》《宁杞 5 号栽培技术规程》《宁杞 7 号栽培

技术规程》等。

1.5 采摘、加工标准

枸杞采摘、加工标准主要包括枸杞采摘技术要求、采后处理

技术要求、加工工艺、各加工环节的技术规程、规范等标准。现

行执行标准主要有《枸杞热风技术规程》《枸杞干果储藏管理技

术规程》等。

1.6 枸杞产品质量标准

质量标准按质量层次划分有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等标准；按

照不同阶段的产品划分主要包括鲜活产品质量标准、加工原料质

量标准、加工产品质量标准。现行执行标准主要有《绿色食品枸

杞及枸杞制品》、《有机枸杞生产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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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产品流通、销售标准

枸杞产品流通、销售标准主要包括贮运条件、包装要求、市

场经营规范等标准。现行执行标准主要有《绿色食品储藏运输准

则》、《绿色食品包装通用准则》等。

1.8 其它技术标准

指与其它学科相联系为枸杞生产经营服务的配套标准，主要

包括农业机械作业质量安全、技术条件、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

标识规范、农业信息收集与服务。现行执行标准主要有《枸杞机

械化中耕技术规程》《农机节水农业一体化技术规程》等。

2.管理标准体系

管理标准是为了加强枸杞生产经营管理、质量控制，指导技

术标准制修订实施等的标准。从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层次分类，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管理标准体系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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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环境管理标准

环境管理标准主要包括枸杞基地环境保护、环境监测、环境

评价等标准。现行执行标准主要有《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调查、检

测与评价规范》《绿色食品检验规则》等。

2.2 生产管理标准

枸杞生产管理标准主要包括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管理、农药、

肥料、添加剂使用准则、基地管理规范等标准。

2.3 经营管理标准

枸杞产品经营管理标准主要包括市场准入、准出，市场管理

等标准。现行执行标准主要有《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中宁

县关于加强中宁枸杞市场监管的通告》《中宁枸杞基地管理规范》

《中宁枸杞加工管理规范》等。

2.4 质量控制标准

枸杞产品质量控制标准主要包括产地认证、产品认证、质量

管理认证、农业投入品经营、农户生产档案、枸杞产品加工生产

档案管理、质量监测等标准。从企业标准层次分类，主要包括原

料生产管理、原料进货管理、加工生产管理、设备管理、贮运管

理、员工管理环境管理、安全卫生管理、营销管理、能源管理、

档案管理、质量追溯管理、信息管理等标准。现行执行标准主要

有《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枸杞》《中宁枸杞》等。

3.工作标准体系

枸杞生产工作标准主要针对各枸杞生产经营中，为保证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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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标准和管理标准实施到位，制定的各项工作规章、作业规范

等。一般以枸杞种植企业和加工企业根据生产的需要制定。以枸

杞加工企业为例，各部门、车间要根据所从事的生产内容制定工

作规章;整个生产过程中每个质量控制关键环节、整个生产工艺

的每道工序要制定作业规范;企业不同层次的管理人员、不同部

门的工作人员要制定上岗制度，明确每个部门、车间，每个质量

控制关键环节、工序，每个管理人员、工作人员的工作和职责，

明确工作按照哪些要求作业，作业按照哪些标准进行，出现问题

按照那些工作标准执行等，能找出问题所在原因，分清责任，针

对性采取措施，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以枸杞生产经营者为例，

将技术标准和管理标准的要求具体细化到每个生产经营者，制定

质量安全承诺制度等，制定枸杞生产工作标准。

（二）加大标准的宣贯执行、推广应用力度，做到有标对标，

无标定标

按照分类实施的原则，加大国家、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宣

贯执行力度。

1.加大对现行标准的贯彻执行

由县枸杞中心对现行的枸杞标准进行整理归纳，编印成册，

做好宣传培训指导工作。按照属地管理，由乡镇进行发放并指导

经营主体对标生产。由农业农村局做好农业投入品的日常巡查监

管，严禁不合格投入品流通使用。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好产品

质量抽查，检查、监督经营主体严格执行国家及地方强制性标准，

http://www.so.com/s?q=%E5%BC%BA%E5%88%B6%E6%80%A7%E6%A0%87%E5%87%8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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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杜绝无标、违标、降标生产；指导有条件的企业在全面贯彻

国家、行业标准的基础上，制定实施技术要求高于国家、行业标

准的企业内控标准。每年印发《中宁枸杞产业推荐应用标准手册》

1000 份，培训技术人员 500 人次。（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 配合单位：县农业农村局、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各乡

镇）

2.加大对技术性贸易标准的跟踪、研究与宣贯

加强对枸杞产品主要出口市场的跟踪研究，及时发布其产品、

技术和管理标准的制修订以及贯彻实施的相关信息，指导出口企

业积极按照出口市场的国家和地区标准组织生产，切实提高产品

质量，妥善应对贸易技术壁垒的保护措施，减少贸易摩擦。（责

任单位：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配合单位：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

心、银川海关中卫办事处）

3.加大对制干、加工环节标准的贯彻实施

鼓励企业按照节能、环保的新要求，不断提升装备、工艺、

技术和管理水平，加大节能烘干设施的推广应用，防止二次污染，

实现节能减排和节约资源的目标。（责任单位：县枸杞产业发展

服务中心 配合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中宁县分局）

4.加大对标准体系的宣传指导

对重点企业、乡镇、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和农民技术人员

进行系统培训，通过集中培训、印发宣传资料、日常技术指导服

务等形式，提高经营者的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意识，不断提升贯标、

http://www.so.com/s?q=%E6%9D%A1%E4%BB%B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5%A8%E9%9D%A2%E8%B4%AF%E5%BD%B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5%A8%E9%9D%A2%E8%B4%AF%E5%BD%B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C%81%E4%B8%9A%E5%86%85%E6%8E%A7%E6%A0%87%E5%87%8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AE%A1%E7%90%86%E6%A0%87%E5%87%8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A0%87%E5%87%86%E7%BB%84%E7%BB%8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B4%B8%E6%98%93%E6%8A%80%E6%9C%AF%E5%A3%81%E5%9E%92&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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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标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切实重视枸杞零散种植

户及小型加工企业贯标、达标工作，由乡镇落实指导该类经营主

体对标生产的扶持政策和配套措施，切实增强经营者对标生产、

贯标达标的基础能力。（责任单位：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配

合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各乡镇）

5.加大对标准执行与达标检测手段建设

发挥银川海关技术中心中卫市实验室、宁夏中农艾森检测有

限公司作用，对枸杞种植基地土壤、灌溉用水、投入品等相关环

境要素进行取样检测。加大保真仓的建设力度，对收购的枸杞原

料做到“收前必检”，严格按照《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枸杞》

（DB64/001-2017）对农药残留、二氧化硫、感官指标、水分、

标签标识等项目进行出厂检验，检测合格后附检验报告、合格证

方可出厂，并留存检测记录查备。通过政府购买检测服务的方式，

加大对枸杞基地及市场的抽检力度，确保枸杞产品质量。推行和

落实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全面提高枸杞生产经营主体的质量

安全意识。（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枸杞产业发展服务

中心 配合单位：各乡镇）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按照中宁县推进枸杞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推进机制,由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牵头,有关单位及各乡镇

紧密配合，按照各自的职责抓好落实。

(二)加强责任落实。由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对接上级主

http://www.so.com/s?q=%E5%9F%BA%E7%A1%80%E8%83%BD%E5%8A%9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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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按照当前我县枸杞产业发展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排序,

编制国家、行业、地方标准手册。积极开展立项、起草制(修)

订和贯彻实施等工作，逐步完善《中宁枸杞产业推荐应用标准手

册》。县市场监管局做好县内及企业枸杞相关枸杞标准计划的审

定、编号、发布等职责;各乡镇做好种植主体参加区市县相关培

训，抓好标准的应用落实。

(三)加强政策扶持。通过政策扶持，重点在标准化基地建设、

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绿色防控体系建设、质量追溯体系

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建立自治区、市县、乡镇三级标准化示范

园(区),引领枸杞生产经营主体实现枸杞标准化，推进枸杞标准

化基地建设。

附件：1.中宁枸杞标准体系明细表

2.中宁枸杞产业标准体系建设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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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宁枸杞标准体系明细表

表 1.生产技术标准体系明细表

类目 标准号 标准/计划名称
制/修订

状态
适用范围

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2006年 11月

1 日起施行
全部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2015年 10月

1 日起施行
全部适用

环境质量

绿色食品枸杞要求

NY/T 1054-2013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调查、监测与评价规

范
现行

基地建设

NY/T 391-2013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现行 基地建设

有机食品枸杞要求

DB64/T XXXX 有机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待制定 基地建设

地理标志产品要求

DB64/T XXXX 中宁枸杞地理标志产品 产地环境质量 待制定 基地建设

主栽品种

DB64/T 478-2006 宁杞 4 号枸杞栽培技术规程 现行 品种选择

DB64/T771-2012 宁杞 5 号枸杞栽培技术规程 现行 品种选择

DB64/T772-2012 宁杞 7 号枸杞栽培技术规程 现行 品种选择

DB64/T1208-2016 宁杞 9 号枸杞栽培技术规程 现行 品种选择

DB64/T1568-2018 宁农杞 9 号栽培技术规程 现行 品种选择

DB64/T XXXX 宁杞 10 号枸杞栽培技术规程 待审定 品种选择

苗木繁育

DB64/T1206-2016 枸杞良种采穗圃营建技术规程 现行 育苗企业

DB64/T1209-2016 枸杞周年扦插育苗技术规程 现行 育苗企业

DB64/T1210-2016 枸杞优质苗木繁育技术规程 现行 育苗企业

栽培技术 DB64/T 141-2015 枸杞促早栽培技术规程 现行 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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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技术

DB64/T940-2013 宁夏枸杞栽培技术规程 现行 种植基地

DB64/T 074-2015 中部干旱带枸杞栽培技术规程 现行 种植基地

DB64/T1205-2016 枸杞鲜果秋延后栽培技术规程 现行 种植基地

DB64/T 151-2015 枸杞机械化中耕技术规程 现行 种植基地

DB64/T1212-2016 枸杞篱架栽培技术规程 现行 种植基地

水肥管理

NY/T 394-2013 绿色食品 肥料实用规则 现行 种植基地

DB64/T 086-2015
绿色食品（A 级）宁夏枸杞肥料安全使用

准则
现行

种植基地

DB64/T 556-2009 宁夏枸杞优质高效施肥技术规程 现行 种植基地

DB64/T 204-2016 枸杞水肥一体化技术规程 现行 种植基地

DB64/T1289.2-201

6

农机节水农艺一体化生产技术规程 第 2

部分：枸杞
现行

种植基地

DB64/T1294-2016 宁夏枸杞滴灌种植技术规程 现行 种植基地

病虫害

防治

DB64/T 554-2009 枸杞红瘿蚊地膜覆盖防治操作技术 现行 种植基地

DB64/T737-2011 有机枸杞主要害虫综合防控技术规范 现行 种植基地

DB64/T738-2011 枸杞病虫害防治农药雾化技术规程 现行 种植基地

DB64/T850-2013 枸杞病害防治技术规程 现行 种植基地

DB64/T851-2013 枸杞虫害防控技术规程 现行 种植基地

DB64/T852-2013 枸杞病虫害监测预报技术规程 现行 种植基地

DB64/T853-2013 枸杞蓟马防治农药安全使用技术规程 现行 种植基地

DB64/T 1065-2015 枸杞病虫害机械化防治技术规程 现行 种植基地

DB64/T1087-2015
绿色食品（A 级）宁夏枸杞农药安全使用

准则
现行

种植基地

DB64/T1211-2016 枸杞实蝇绿色防控技术规程 现行 种植基地

DB64/T1213-2016 枸杞病虫害防治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现行 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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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产品质量标准体系明细表

类目 标准号 标准/计划名称
制/修订

状态
适用范围

加工工艺

NY/T 2966-2016 枸杞干燥技术规范 现行 制干

DB64/T678-2013 枸杞热风制干技术规程 现行 制干

DB64/T1648-2019 枸杞加工企业良好生产规范 现行 加工

DB64/T XXXX 宁夏枸杞加工良好规范 待制定 加工

DB64/T XXXX 枸杞冷冻制干技术规程 待制定 制干

DB64/T XXXX 枸杞锁鲜制干技术规程 待制定 制干

质量品质

GB/T18672-2014 枸杞 现行 全部适用

GB/T19742-2008 地理标志产品宁夏枸杞 现行 全部适用

NY/T1051-2014 绿色食品枸杞及枸杞制品 现行 全部适用

DB64/T1221-2016
宁夏富硒农产品标准(水稻、玉米、小麦

与枸杞干果）
现行 全部适用

DB64/T1640-2019 中宁枸杞 现行 全部适用

DB64/T1764-2020 宁夏枸杞干果商品规格等级规范 现行 全部适用

质量安全

GB 2763-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

限量
最新 全部适用

GB 2760-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现行 加工

GB/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现行 种植基地

GB 14881-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

范
现行 全部适用

NY/T 392-2013 绿色食品 食品添加剂使用准则 现行 制干加工

NY/T 393-201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规则 现行 基地

DBS64/001-2017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枸杞 现行 全部适用

DBS64/6841-2018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枸杞茶 现行 加工

DBS/005-2021
食品安全地方标注准 枸杞干果中农药最

大残留限量
现行 全部适用

相关产品

DB64/T XXXX 枸杞鲜果保鲜标准 待制定 加工

T/NXFSA 03S-2020 中宁枸杞原浆 现行 加工

QB/T 5176-2017 枸杞多糖 现行 加工

DB64/T515-2008 枸杞果酒 现行 加工

DBS64/ 517-2016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枸杞白兰地 现行 加工

DBS64/684-2018 宁夏枸杞叶茶 现行 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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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流通管理标准体系明细表

类目 标准号 标准/计划名称
制/修

订状态
备注

交易市

场要求
DB64/T1651-2019 枸杞交易市场建设和经营管理规范 现行

市场

建设

标志

包装

储藏

物流

GB 7718-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现行

加工

销售

GB 28050-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

通则
现行

加工

销售

NY/T 658-2015 绿色食品 包装通用准则 现行
加工

销售

DB64/T 399-2004 枸杞干果储藏管理技术规程 现行

加工

销售

DB64/T1649-2019 枸杞包装通则 现行

加工

销售

DB64/T1650-2019 枸杞贮存要求 现行
加工

销售

追溯

要求
DB64/T1652-2019 宁夏枸杞追溯要求 现行

全部

适用



- 27 -

附件 2

中宁枸杞产业标准体系建设任务清单

序号 重点工作 县级包抓领导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工作任务及推进计划 完成时限 备注

一、完善建立枸杞产业标准体系

1

建立技术

标准体

系、管理

标准体系 贺伟龙

县枸杞产业
发展服务中

心

市场监督管
理局

整理现有枸杞产业技术标准，对枸杞生产、加工、

流通和销售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制定的技术准则、

规程、规范、质量要求等进行梳理，形成一个较

完整的质量控制技术标准体系。

2021 年 8

月底

2
建立工作

标准体系

县枸杞产业

发展服务中

心

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各

乡镇

以枸杞种植企业和加工企业根据生产的需要制定

的各项工作规章、作业规范等，确保各项技术标

准和管理标准实施到位。

长期坚持

二、加大标准的宣贯执行、推广应用力度

3 加大对现

行标准的

贯彻执行

重点工作

贺伟龙

县枸杞产业

发展服务中

心

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各

乡镇

对现行的枸杞标准进行整理归纳，编印成册，做

好宣传培训指导工作。每年印发《中宁枸杞产业

推荐应用标准手册》1000 份，培训技术人员 500

人次。

长期坚持

4
县农业农村

局

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各

乡镇

按照属地管理，由乡镇进行发放并指导经营主体

对标生产。由农业农村局做好农业投入品的日常

巡查监管，严禁不合格投入品流通使用。

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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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工作 县级包抓领导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工作任务及推进计划 完成时限 备注

5

加大对现

行标准的

贯彻执行

重点工作

花铎

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

县枸杞产业

发展服务中

心、各乡镇

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好产品质量抽查，检查、

监督经营主体严格执行国家及地方强制性标准，

坚决杜绝无标、违标、降标生产；指导有条件的

企业在全面贯彻国家、行业标准的基础上，制定

实施技术要求高于国家、行业标准的企业内控标准。

长期坚持

6

加大对技

术性贸易

标准的跟

踪、研究

与宣贯

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

银川海关中

卫办事处、

县枸杞产业

发展服务中

心

加强对枸杞产品主要出口市场的跟踪研究，及时

发布其产品、技术和管理标准的制修订以及贯彻

实施的相关信息，指导出口企业积极按照出口市

场的国家和地区标准组织生产，切实提高产品质

量，妥善应对贸易技术壁垒的保护措施，减少贸

易摩擦。

长期坚持

7

加大对制

干加工环

节标准的

贯彻实施

贺伟龙

县枸杞产业

发展服务中

心

县农业农村

局、各乡镇

鼓励企业按照节能、环保的新要求，不断提升装

备、工艺、技术和管理水平；加大节能烘干设施

的推广应用，防止二次污染，实现节能减排和节

约资源的目标。

长期坚持

http://www.so.com/s?q=%E5%BC%BA%E5%88%B6%E6%80%A7%E6%A0%87%E5%87%8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D%A1%E4%BB%B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5%A8%E9%9D%A2%E8%B4%AF%E5%BD%B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C%81%E4%B8%9A%E5%86%85%E6%8E%A7%E6%A0%87%E5%87%8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AE%A1%E7%90%86%E6%A0%87%E5%87%8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A0%87%E5%87%86%E7%BB%84%E7%BB%8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B4%B8%E6%98%93%E6%8A%80%E6%9C%AF%E5%A3%81%E5%9E%92&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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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工作 县级包抓领导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工作任务及推进计划 完成时限 备注

8

加大对标

准体系的

宣传指导

贺伟龙

县枸杞产业
发展服务中

心

县农业农村

局、市场监

督管理局、

各乡镇

分层次对重点企业、乡镇、专业合作社、专业大

户和农民技术人员进行系统培训。通过组织参加

区、市有关标准化生产培训，县内开展集中培训、

印发宣传资料、日常技术指导服务等形式，提高

经营者的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意识，不断提升贯标、

达标的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产品质量。切实重

视枸杞零散种植户及小型加工企业贯标、达标工作。

长期坚持

9

加大对标

准执行与

达标检测

手段建设

县市场监管

局、县枸杞

产业发展服

务中心

县农业农村

局、银川海

关中卫办事

处

加强对枸杞种植基地土壤、灌溉用水、投入品等

相关环境要素进行取样检测；加大保真仓的建设

力度，对收购的枸杞原料做到“收前必检”；通

过政府购买检测服务的方式，加大对枸杞基地及

市场的抽检力度，确保枸杞产品质量。推行和落

实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全面提高枸杞生产经

营主体的质量安全意识。

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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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宁县枸杞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根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自治区

九大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宁党办〔2020〕88

号）精神，按照自治区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包抓工作机制领

导小组的安排部署，为加快推进中宁县枸杞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

设，全面提升中宁县枸杞质量安全水平，现结合我县实际，制定

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食品安全是‘管’出来的”的重要

讲话精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等法律法规，

通过建立健全我县枸杞质量安全监管、追溯、召回制度，实现产

品“生产可记录、安全可预警、流向可跟踪、信息可存储、身份

可查询、责任可认定、产品可召回”的智能化质量安全监管目的,

加快建设枸杞产品身份信息大数据云平台，加强对枸杞企业经营

行为的监管,唱响“中宁枸杞”品牌,实现中宁县枸杞产业高质量

发展。

二、总体目标

坚持“保障消费安全、服务产业发展”的宗旨，依托我县开

发运行的中宁枸杞质量安全追溯平台，融合政府监管、生产主体、

消费服务等功能，建立中宁枸杞地理标志准用企业信息库。完善

中宁县枸杞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实现管理者对枸杞质量安全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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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监控，消费者对枸杞生产主体的逆向追溯，逐步实现生产主体

生产过程的可追溯。

三、建设重点环节

1.为中宁枸杞地理标志准用企业搭建统一的中宁枸杞质量

安全追溯平台。

2.建设溯源展示中心，开展枸杞产品上市前抽检、登记服务

工作。

3.通过二维码扫码查询，实现入驻平台企业产品从种植到加

工全流程及产品质量检测信息追溯服务。

4.以中宁枸杞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建设为基础，推动枸杞产业

标准化建设及产业升级，提升中宁枸杞地理标志产品溢价空间，

助力提升企业效益。

5.加强技术指导，定期对生产主体可追溯平台使用情况开展

检查。

四、主要内容

（一）中宁枸杞地理标志准用企业，做好以下工作内容：

1.建立健全中宁枸杞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建设和完善中宁枸

杞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引导中宁枸杞生产经营主体参与推动中宁

枸杞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运行，实现经营主体、生产流程、

投入品监管全覆盖。落实以责任主体和流向管理为核心、以追溯

码为载体，推动追溯管理与市场准入相衔接，实现中宁枸杞“从

种植到销售”全过程追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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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快中宁枸杞物联网追溯信息平台建设。通过物联网追溯

平台建设，对基地枸杞的生长发育状态、病虫害发生情况以及灾

情进行实时视频监控（包括日间图像和夜间的红外图像）。管理

人员借助气象、墒情等传感器以及虫情预报灯等监测手段，对田

间苗情、虫情、灾情实现自动监测，根据枸杞在不同生长周期的

需求，指导灌溉、施肥、喷药等措施，实现枸杞的科学种植与管

理，最终实现节能降耗、绿色环保、增产增效。

3.推动溯源信息共享。将中宁枸杞质量安全追溯平台与国家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对接互联，实现信息共享。

4.建成中宁枸杞产业大数据平台。在中宁枸杞质量安全和物

联网追溯平台的基础上，建成中宁枸杞产业大数据平台，充分发

挥中宁县枸杞产业优势，更好的服务于宁夏乃至全国枸杞产业健

康发展。

5.加大中宁枸杞产地保护力度。推进中宁枸杞品牌建设，通

过建立统一的区域地理标志保护标识，采用防伪技术，避免正牌

产品被假冒，避免产地资源被抢占滥用甚至冒用，避免地域名品

大众化，导致地域名品质量形象、声誉下降。对县内的枸杞企业、

合作社等生产主体进行产地保护，形成区域品牌联动效应，逐步

加强产品的产地保护能力并提升中宁枸杞品牌价值。

6.健全中宁枸杞包装物管控溯源体系。利用现有的追溯平台，

采用枸杞包装物赋码管控溯源技术，有效提升中宁枸杞产地市场

管理服务能力，对已纳入中宁枸杞质量安全追溯平台的中宁枸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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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准用企业，使用带中宁枸杞地理标志的包装箱进行赋码

管控，实现产品溯源。（详见附件 1）

（二）非中宁枸杞地理标志准用企业，做好以下工作内容：

利用现有的追溯平台，采用枸杞包装物赋码管控溯源技术，

健全中宁县枸杞产地市场包装物管控溯源体系，有效提升中宁县

枸杞产地市场管理服务能力，从产地、经销源头监管枸杞质量，

对进入中宁县产地市场的外地枸杞（甘肃、青海、新疆、内蒙），

使用带“枸杞”字样的包装箱进行赋码管控，实现中宁县县域内

凡是购买枸杞包装物的责任主体必须对包装物内的枸杞产品质

量安全负责的目标。

在实现包装箱赋码管控的基础上进一步在枸杞包装（编织袋、

250—500 克卡盒、250—500 克复合 BOPP 包装袋）上也进行赋

码管控，实现营销加工主体信息的可追溯、批发零售枸杞产品销

售流转过程的全程监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通过扫码信息做到对

本地及外地枸杞混装混用现象的精准查处。(详见附件 2)

五、保障措施

（一）压实工作责任。开展中宁县枸杞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

设对促进现代枸杞产业发展、增强中宁县枸杞产品市场竞争力意

义重大。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督促县域内枸杞种植、加

工及流通企业，落实工作任务，切实履行好各自工作职责；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枸杞交易市场及县域内枸杞产品质量安全检

查执法工作，采用强有力措施，推广使用质量安全追溯码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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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市场正常交易秩序；各乡镇负责对辖区内的枸杞生产企业使

用质量安全追溯码包装的情况进行监督举报，确保中宁县枸杞质

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顺利推进。

（二）强化技术培训。各企业至少要派一名业务人员或系统

管理人员，参加技术培训，熟练掌握中宁枸杞质量追溯平台操作，

确保追溯平台规范、正常有序运行。

附件：1.中宁枸杞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建设（工业2.0版）流

程介绍

2.关于规范中宁县枸杞产地市场包装物管控溯

源项目建设的推进方案（试运行）

3.中宁县枸杞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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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中宁枸杞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建设（工业2.0版）
流程介绍

中宁枸杞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工业 2.0 版的追溯标识扫码一

次，显示“您好，您所查询的是正宗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保护

产品-中宁枸杞”，第二次扫码即显示“您好，很抱歉产品已被

多次查询，谨防假冒”，杜绝了追溯标识被复制的可能性。中宁

枸杞地理标志准用企业通过加贴追溯标识，每个企业产品有了自

己的“身份证”，可以有效防止自己的产品被假冒，防伪功能得

到进一步加强。另外，将中宁枸杞质量安全追溯平台防伪查询网

址（Http://zn.s315.net）进行全面宣传。通过近几年的宣传推

广效果明显，得到枸杞行业的普遍认可。

中宁枸杞地理标志准用企业，按照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分配的企业使用账户、密码登录中宁枸杞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并

将企业基地或对接基地、加工、销售、备案包装等信息上传至追

溯平台。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按照“以地定产，以产核标”，

结合基地面积、茨龄、产量、包装物规格核算年度追溯标识数量，

由企业关链到批次产品后，加贴在经审核备案的枸杞产品包装物

上。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扫描质量追溯二维码，得到与标码上相

对应的唯一产品身份码、产品详情、品控溯源、保险理赔以及通

过谷歌地图展现的基地位置信息，了解中宁枸杞产业情况、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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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等 8 个方面的政府背书环节，增加消费者购买信心。同时，

根据企业电商类型，是微商的由微信扫码直接链接至微信商城完

成再次购买，是淘宝商城的让客户通过 QQ 扫码链接到淘宝店铺

完成再次购买，目前我们升级的工业 3.0 版正在试运行，可实现

复购直接跳转。现以宁夏中宁枸杞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追溯平台展

示如下：

追溯标识图样:

（此码可扫描验证） （覆盖涂层的追溯码）

扫描后，出现以下追溯界面：

点击图中节点可了解延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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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规范中宁县枸杞产地市场包装物管控溯源
项目建设的推进方案（试运行）

为规范枸杞产地市场包装管控溯源，推进中宁县枸杞质量安

全监管，全面提升国家级枸杞产地大市场管理能力，结合“中宁

枸杞”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中宁枸杞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管理规

则，保护“中宁枸杞”品牌，为全国枸杞行业、中药材市场监管

环节起到示范带动作用。根据实际，制定本方案。

利用现有的追溯平台，采用枸杞包装物赋码管控技术，健全

中宁县枸杞产地市场包装物赋码管控溯源体系，有效提升中宁县

枸杞产地市场管理服务能力，从产地、经销源头监管枸杞质量，

实现中宁县县域内谁购买枸杞包装物谁就对包装物内的枸杞产

品质量安全负责。一是对已纳入中宁枸杞质量安全追溯平台的中

宁枸杞地标准用企业，使用带中宁枸杞地理标志的包装箱进行赋

码管控，实现产品溯源。二是对进入中宁县产地市场的外地枸杞

（甘肃、青海、新疆、内蒙），使用带“枸杞”字样的非商标包

装箱进行赋码管控，实现产地溯源。

在实现包装箱赋码管控的基础上进一步在枸杞包装（编织袋、

250—500 克卡盒、250—500 克复合 BOPP 包装袋）上也进行赋

码管控，实现营销加工主体信息、产品销售流转过程的可追溯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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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通过扫码做到对本地及外地枸杞混装混用

现象的精准查处，保护“中宁枸杞”品牌。

一、追溯模式

印制企业智能包装经营流程：印制企业进行二维码数据包申

请 → 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审核 → 审批 → 凭审批表从

第三方公司申购二维码数据包 → 包装物喷码印刷 → 打包堆

码 → 客户采购包装物时录入客户信息（1.中宁枸杞地理标志准

用企业：公司名称、地址、电话、产地等；2.非地标准用企业：

公司或个人名称、地址、身份证、联系电话等）→ 上传至县枸

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备案 → 同时上传至第三方公司管理后台，

将录入的客户信息激活 → 并将客户购买包装物信息用微信或

互联网上传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装入枸杞→发货前→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根据上传数据情况可以上门查验。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可对商品的出库、入库、物流环节通过快

速阅读身份码实现严格监控，实地核查。从出库追踪，消费扫描

跟踪企业身份信息，产品信息确定、销售产品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不合格产品进行查封没收。县枸杞产业发展

服务中心根据地标准用企业基地产量、生产加工环节进行成品产

量预估，核准包装箱赋码管控溯源使用的二维码电子标签数量，

建立完整的中宁枸杞核心种植基地，掌握基地相关数据，通过未

来 2-3 年数据积累可充分对中宁枸杞基地的面积、品质、品种、

产量做到预测性数据分析。充分掌握市场流通情况，与县市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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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局数据共享可有效防止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市场，保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

通过产品数字身份管理将防伪数据、流通数据、溯源数据等

进行整合分析，实现产业大数据信息化。

二、任务分工

该项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于 2021 年 11 月底前完成县域

内所有枸杞包装箱的赋码管控溯源管理工作；第二阶段完成所有

包装物的赋码管控溯源管理工作（适应新的 GB7718《食品预包

装标签通用规则》）。

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联系第三方公司发放枸杞包

装箱溯源电子码数据包（实验码），第三方公司对印制企业员工

进行赋码、关联、分配、上传等环节的技术培训。2021 年 11 月

30 日前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第三方公司、印制企业三方

签订中宁县枸杞产地市场枸杞包装物管控溯源追溯系统建设保

密协议，发放包装物赋码管控电子数据包；2021 年 11 月 20 日

后，联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大推广使用新赋码管控溯源包装箱

的宣传力度，推广使用新版的赋码溯源枸杞包装箱。新款包装箱

正式投放后，管理好追溯平台；联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好执法

检查。

2021 年 11 月 20 日前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形成《中宁县枸

杞产地市场枸杞包装物赋码管控溯源管理工作》通告，报县人民

政府同意后发布，启用新版赋码管控枸杞包装物（公告中要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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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旧版枸杞包装物延长使用 40 天后，旧版包装物全部退出市

场）。采取强有力措施，推广使用赋码管控枸杞包装物，维护市场

正常交易秩序。

中宁国际枸杞交易中心有义务、有责任配合做好赋码管控溯

源包装物在交易市场的流通、监管工作。

中宁枸杞产业集团负责率先使用赋码管控包装物，为推广普

及赋码管控包装起到良好带头作用。

第三方公司（浙江甲骨文超级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提

供技术支撑，于 10 月 25 日前，完成枸杞包装物赋码管控溯源

云平台技术支持系统，为枸杞包装物赋码管控提供互联网技术支

撑，确保溯源二维码安全有效，年终提交溯源二维码年度使用分

析报告。

印刷企业负责赋码溯源枸杞包装物生产制作工作，并录入、

上传枸杞包装物使用客户信息至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11月 25日前完成赋码管控枸杞包装箱打样工作；

11 月 31 日前制作 10 万只赋码溯源枸杞包装物投放市场。

目标：2022 年 1 月 1 日后，枸杞市场全部使用新版赋码管

控枸杞包装箱，旧版枸杞包装物退市禁止交易。

三、印刷标准

（一）企业资质准入条件。

具有彩印包装企业合法经营的相关资质（证书）：营业执照

（三证合一）、印刷许可证、排污许可证、安全经营许可证、环



- 41 -

保许可证、消防竣工验收合格报告、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等。

（二）枸杞包装物标准。

1.外观图案。印刷方式为水印，印刷图案参照最新设计的“中

宁枸杞二维码版”和“枸杞二维码版”，箱体上的二维码为一箱

一码且不能重复。

2.纸箱规格。五层瓦楞纸箱，外径 510mm*340mm*270mm(最

大允许误差±2mm)，纸箱只能有一个接头。

3.材质要求。

项目名称 定量 材质

面纸 200g/㎡ 国产牛卡纸

瓦纸 140g/㎡ 国产高强瓦楞纸

中纸 120g/㎡ 国产高强瓦楞纸

箱板纸 200g/㎡ 国产挂面

4.质量要求。

项目名称 单位 技术要求

空箱抗压强度 kg ≥600

边压强度 N/m ≥8500

戳穿强度 J ≥9.0

水分 %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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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磨性 次 ≥400 次不掉色

外观 /

印刷正确清晰，套印准确无
漏印，纸板平整、无分层、
毛边、开胶现象，金属镀铜
钉、四钉双钉、钉距均匀。

纸箱必须符合环保要求，重金属浓度必须符合生产和接收国家/
地区的要求，同时符合欧盟委员会决定2001/171/EC2006/340/EC。

5.二维码溯源标准。枸杞外包装纸箱为一箱一码，且二维码

不重复，纸箱销售给单位及个人时录入相关信息，枸杞包装后销

往任何地方，都能通过扫描包装箱上的二维码就清楚查到该箱枸

杞及枸杞产品来自于哪个单位或个人及产地，做到每一箱枸杞都

能快速溯源。

6.枸杞包装箱制作招标企业范围设定。为了对枸杞产地市场

枸杞外包装箱制作企业有效监管，枸杞包装箱制作招标企业设定

在中宁县范围内。

四、保障措施

1.强化组织领导。各部门要严格按照项目推进方案，加强组

织领导，明确工作目标和要求，指派专人负责，细化方案，增补

措施，切实履行好各部门工作职责，确保枸杞包装物管控溯源追

溯系统建设项目顺利推进。

2.形成工作合力。枸杞包装物管控溯源追溯是县委、政府保

护中宁枸杞品牌、提升国家级中宁枸杞市场监管能力的重要举措，

涉及面广，各单位要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和作用，加强协作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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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赋码管控

溯源枸杞包装物推广使用圆满成功。

3.严格督查考核。推广使用新版赋码管控溯源枸杞包装物，

时间紧、任务重，头绪繁多，是事关中宁枸杞品牌保护、中宁枸

杞产业做大做强的大事，县委、政府将进行严格督查问责。各相

关单位、企业要算清时间账、任务账，严格按照推进方案明确的

时间节点，按时完成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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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宁县枸杞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实施方案任务清单
序

号
工作任务

县级包

抓领导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主要任务及推进计划 完成时限 备注

一、建立健全中宁枸杞质量安全追溯平台

1
经营主体
监管

贺伟龙
花 铎

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枸杞产
业发展服务中

心

县农业农村局、卫
生健康管理局、各

乡镇

对中宁枸杞生产经营主体进行全面信息备
案，落实中宁枸杞生产经营的主体责任，对
中宁枸杞生产加工销售主体进行监督管理。

长期坚持

2
生产流程
监管

贺伟龙
花 铎

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枸杞产
业发展服务中

心

县农业农村局、卫
生健康管理局、各

乡镇

通过追溯平台的应用，帮助企业规范追溯流
程，明确质量管控关键点。结合 GAP（良好农
业规范）、HACCP（危害分析及关键控制点）
等相关认证环节及标准，健全产品生产档案，
促使企业严格按照质量安全标准操作，实现
中宁枸杞的规范化、标准化生产；促使生产
企业树立质量安全观念，自觉地按照标准化、
绿色化要求从事生产，将产品的质量安全落
实到每一个生产环节上；对可能出现问题的
产品能够及早预警，防患于未然，对于问题
产品，能够准确、及时召回。最终实现对产
品质量安全责任的追究，有效预防中宁县枸
杞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

长期坚持

3
投入品监

管
贺伟龙

县农业农村
局、枸杞产业
发展服务中心

县农业农村局、卫
生健康管理局、各

乡镇

对中宁枸杞的种植、生产加工、销售流通等
各个环节进行全面监管，做到来源可查、去
向可追、责任可究，加强中宁枸杞质量安全
保障，强化中宁枸杞生产全过程质量安全管
理与风险管控。

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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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作任务

县级包

抓领导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主要任务及推进计划 完成时限 备注

二、加快中宁枸杞物联网追溯信息平台建设

4

加快中宁
枸杞物联
网追溯信
息平台建

设

贺伟龙
县农业农村
局、枸杞产业
发展服务中心

物联网建设基地
所在企业

通过物联网追溯平台建设，对基地枸杞的生
长发育状态、病虫害发生情况以及灾情进行
实时视频监控（包括日间图像和夜间的红外
图像）。管理人员借助气象、墒情等传感器
以及虫情预报灯等监测手段，对田间苗情、
虫情、灾情实现自动监测，根据枸杞在不同
生长周期的需求，指导灌溉、施肥、喷药等
措施，实现枸杞的科学种植与管理，最终实
现节能降耗、绿色环保、增产增效。

长期坚持

三、推动溯源信息共享

5
推动溯源
信息共享

贺伟龙
县农业农村
局、枸杞产业
发展服务中心

进入中宁枸杞质
量安全追溯平台
的所有企业

将中宁枸杞质量安全追溯平台与国家农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对接互联，实现
信息共享

长期坚持

四、建成中宁枸杞产业大数据平台

6

建成中宁
枸杞产业
大数据平

台

贺伟龙

县 农 业 农 村

局、枸杞产业

发展服务中心

进入中宁枸杞质

量安全追溯平台

的所有企业

在中宁枸杞质量安全和物联网追溯平台的基
础上，建成中宁枸杞产业大数据平台，充分
发挥中宁县枸杞产业优势，更好的服务于宁
夏乃至全国枸杞产业健康发展。

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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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作任务

县级包

抓领导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主要任务及推进计划 完成时限 备注

五、加大中宁枸杞产地保护力度

7
加大中宁
枸杞产地
保护力度

贺伟龙

花 铎

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枸杞产

业发展服务中

心

县枸杞产业发展

服务中心、各乡镇

推进中宁枸杞品牌建设，通过建立统一的区
域地理标志保护标识，采用防伪技术，避免
正牌产品被假冒，避免产地资源抢占滥用甚
至冒用，避免地域名品大众化，导致地域名
品质量形象、声誉下降。对县内的枸杞企业、
合作社等生产主体进行产地保护，形成区域
品牌联动效应，逐步加强产品的产地保护能
力并提升中宁枸杞品牌价值。

长期坚持

六、健全中宁枸杞包装物管控溯源体系

8

健全中宁

枸杞包装

物管控溯

源体系

贺伟龙

花 铎

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枸杞产

业发展服务中

心

县农业农村局、

各乡镇

利用现有的追溯平台，采用枸杞包装物赋码
管控溯源技术，有效提升中宁枸杞产地市场
管理服务能力，对已纳入中宁枸杞质量安全
追溯平台的中宁枸杞地理标志准用企业，使
用带中宁枸杞地理标志的包装箱进行赋码管
控，实现产品溯源。

2021 年 10

月 30 日前

并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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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作任务

县级包

抓领导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主要任务及推进计划 完成时限 备注

七、健全非中宁枸杞包装物管控溯源体系

9

健全非中

宁枸杞包

装物管控

溯源体系

贺伟龙

花 铎

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枸杞产

业发展服务中

心

县农业农村局、

各乡镇

利用现有的追溯平台，采用枸杞包装物赋码
管控溯源技术，健全中宁县枸杞产地市场包
装物管控溯源体系，有效提升中宁县枸杞产
地市场管理服务能力，从产地、经销源头监
管枸杞质量，对进入中宁县产地市场的外地
枸杞（甘肃、青海、新疆、内蒙），使用带
“枸杞”字样的包装箱进行赋码管控，实现
中宁县县域内谁购买枸杞包装物谁就对包装
物内的枸杞产品质量安全负责。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

并长期坚持

在实现包装箱赋码管控的基础上进一步在枸
杞包装（编织袋、250—500 克卡盒、250—
500 克复合 BOPP 包装袋）上也进行赋码管控，
实现营销加工主体信息的可追溯、批发零售
枸杞产品销售流转过程的全程监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通过扫码信息做到对本地及外地
枸杞混装混用现象的精准查处。

适应新的

GB7718《食

品预包装标

签通用规

则》发布后

实施

并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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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宁县现代枸杞病虫害绿色防控体系建设
实施方案

为全面落实《中宁县 2021 年推进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安排

意见》目标任务，切实做好枸杞病虫害绿色防控体系建设，全面

提升病虫害监测预报及防治工作，保障枸杞产品质量安全，按照

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印发的《现代枸杞病虫害绿色防控体系建设

实施方案(试行)》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以建立健全现代枸杞病虫害绿色防控监测预报及防治体系

为目标，坚持政府主导、上下联动、全域覆盖、绿色防控的原则，

构建区、市、县、乡、企协调配合、运转有序、保障有力的组织

构架，建立健全管理部门、乡镇和生产经营主体协同工作的病虫

害绿色防控监测预报体系、防治体系和监督考核工作机制。深度

融合大数据、“3S”、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全面推广应用“五

步法”绿色防控技术，完善社会化服务水平，提升病虫害绿色防

控。2021 年全县设立重点监测基地 30 个，布设测报样点 730 个，

建立一支 70 人左右的测报队伍，建立 300 亩以上的枸杞病虫害

绿色防控核心示范基地 2 个，培育枸杞病虫害绿色防控专业化服

务组织 2 家。每年度对新增枸杞基地实现病虫害监测预报与绿色

防控技术全覆盖。到“十四五”末，培育可跨县域作业的大型专

业化枸杞病虫害绿色防控服务组织 1 家，全县枸杞病虫害绿色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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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技术应用率达 100%，统防统治率达 90%，形成较为完备的枸杞

病虫害绿色防控监测预报及防控体系和监督考核工作机制。

二、实施内容

（一）建立健全枸杞病虫害监测预报体系

1.建立测报体系。建立由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气象局、

乡镇、生产经营主体组成的“四位一体”枸杞病虫害监测预报绿

色防控工作体系。县枸杞中心负责枸杞病虫害监测预报和绿色防

控体系建设、社会化专业服务组织培育壮大、监测预报队伍管理、

培训及指导、监测任务部署、监测预报信息和防控方案的制定发

布、组织实施、监督考核、配套扶持政策的落实等工作。县气象

局负责枸杞气象预测预报、信息发布、枸杞生育期监测等工作。

各乡镇按照属地管理，负责测报人员配备、监测样点布设、测报

数据收集，组织辖区内经营主体开展枸杞病虫害绿色防控工作的

具体实施以及对本辖区绿色防控工作进行监督考核等。

2.科学合理设立测报样点。根据各乡镇枸杞种植现状数据，

结合品种布局、灌溉方式、立地条件、土壤类型等因素，科学合

理布置样点。原则上企业、合作社种植基地平均 100 亩设置一个

样点；农户种植区以村为单位，每 200 亩设置一个样点，种植面

积在 200 亩以下的村以村设置一个样点。2021 年，全县测报样

点布设实现全覆盖，对每年新增面积按照以上原则增设测报样点。

3.组建测报队伍。由各乡镇负责辖区测报队伍建设，原则上

每 10 个测报点设置 1 名测报员，千亩以上基地至少配备 1 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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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员。测报员由各乡镇组织安排植保技术人员担任，并由乡镇组

织测报员按时参加区市县举办的预测预报培训班。

4.实时监测上报。各乡镇在接到区市县下达测报任务时,应

立即组织辖区测报员开展实时测报，并监督测报员严格按照枸杞

病虫害信息化绿色防控技术规程,采用枸杞有害生物移动智能采

集系统 APP 进行样点定位、数据采集，24 小时内完成数据上传。

5.组织科学防控。测报任务完成后，由县枸杞中心按照上级

部门发布的监测预报信息和绿色防治方案，按照技术干部包乡、

包片负责制，指导各乡镇组织枸杞生产经营主体,结合辖区(基地)

实际,及时组织开展防治工作。

（二）建设枸杞病虫害防治体系

1.建立绿色防治体系。全县枸杞病虫害绿色防控工作由县人

民政府统一部署，形成枸杞中心统筹指导、乡镇组织安排、生产

经营主体实施的工作机制。县枸杞中心负责枸杞病虫害绿色防控

的全面指导、专业化服务组织培育、组织管理、信息发布、业务

培训、经费保障和监督考核等工作；乡镇负责防控措施落实、投

入品及防控绩效监管等工作；生产经营主体严格按照防控方案科

学防治、规范用药，确保防效，建立完整的枸杞病虫害绿色防控

投入品台账和工作档案。

2.建设核心示范基地。通过核心产区建立，展示绿色农药产

品应用、绿色综合示范技术集成和产品检测管理，进一步规范病

虫害防控技术。2021 年，在中宁县百瑞源枸杞基地、中宁县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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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乡舟塔村枸杞基地建立2个300亩现代枸杞病虫害绿色防控核

心示范基地。通过“五步法”绿色防控技术应用，确保核心区枸

杞鲜果质量达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量》

（GB2763-2021）的要求，枸杞干果产品质量达到《食品安全地

方标准枸杞干果中农药最大残留量》（DBS64/005-2021）和 《食

品安全地方标准枸杞》（DBS64/001-2017）的要求。

3.加强专业化防控服务组织建设。以中宁县杞惠农枸杞专业

合作社联合社、中宁县杞鑫枸杞苗木专业合作社 2 家专业社会化

服务公司为主，建立集农资集采、统防统治、整形修剪、苗木供

应为一体的社会化服务联合体，通过开展技术培训，强化测报员

和防控人员正确识别病虫害、掌握农药施用方法以及田间管理、

科学使用施药机械等，提高综合服务能力，使社会化专业服务组

织逐渐成为推进现代枸杞病虫害绿色防控的主力军。

4.提升综合服务能力。测报员要加大对枸杞病虫害的监测点

定位、识别、监测、分析预警和信息发布等枸杞病虫害预测预报

力度。各监测基地在做好监测预报的同时做好生产管理档案，按

照枸杞生育期和田间管理，做好枸杞综合管理生产记录，负责组

织、指导枸杞基地进行标准化生产，并严格做好基地内的一切农

事操作记载工作。每年 3-11 月开展测报工作，每月的 15 日、30

日完成测报数据上传，根据枸杞病虫害防控大数据平台提出的防

治措施，结合各自基地实际情况及时防治。同时测报员要按照枸

杞物候期及其特征进行认真观测并详细登记，填好每个时期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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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状况和枸杞发育期时间，做好总结上报工作。

5.加强农业投入品使用和监管。枸杞投入品应严格按照《枸

杞病虫害防治农药安全使用规范（DB64/T1213-2016）》《宁夏

枸杞生产第一批推荐农药品种指导目录》《第二批宁夏枸杞生产

推荐农药品种使用剂量及稀释倍数指导目录》《国家禁用限用农

药清单》《关于规范枸杞生产中农药使用的通告》执行，推进农

药安全使用和高效利用技术。农业农村局要加大对农资经销店的

检查，定期开展投入品监管，从源头把控投入药品的安全性。中

宁县市场监管局要加大对枸杞生产、加工、流通、营销环节的监

督检查，对产品进行抽检，对不合格产品进行严格惩戒。各种植

主体要建立健全枸杞投入品使用台账和绿色防控工作档案，对标

《宁夏枸杞生产推荐农药品种使用剂量及稀释倍数指导目录》，

结合枸杞物候期和病虫害发生实际，科学合理确定本基地使用农

药种类和使用浓度，确保绿色防控效果。加大清洁能源烘干设施

推广应用，制干环节严禁使用违禁制干剂。

（三)建立健全目标责任制

县枸杞中心按照自治区林草部门下达的年度枸杞病主害绿

色防控任务和目标，将中宁县年度枸杞病虫害绿色防控任务和目

标分解到各乡镇，由县政府与各乡镇签订《现代枸杞病虫害绿色

防控绩效目标责任书》,并报自治区林草部门备案。由各乡镇组

织辖区内生产经营主体、社会化专业服务组织完成各项任务和目标。

三、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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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中宁县现代枸杞病虫害绿色防控

工作组，协调推进枸杞病虫害绿色防控体系建设工作。县枸杞中

心、县气象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市场监管局分管领导，各乡镇

分管领导，枸杞中心包乡技术干部及各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干

部具体抓好落实。

（二）加强经费保障。县财政局将测报工作经费纳入本级政

府财政预算，确保绿色防控网络建设与运营，对按时保质保量完

成测报任务的测报员，每人每月给予一定的工作经费补助（按照

每个监测点监测 1 次补助 20 元，每月监测 2 次，每年监测时间

为 3-11 月份共 9 个月，共需资金 262800 元，具体预算为：9 个

月×2 次/月×20 元/次×730 点），由县财政拨付。

（三）强化督导考核。由枸杞中心牵头,完善考核指标体系,

强化考核结果应用,每年定期组织开展枸杞病虫害绿色防控考核,

实行应用效果评价与后补助相合的模式,确保绿色防控技术落地

落实。按照属地负责制,由各乡镇强化测报人员的日常管理和考核。

附：1.中宁县现代枸杞病虫害绿色防控工作组

2.中宁县推进现代枸杞病虫害绿色防控工作任务清单

3.中宁县枸杞病虫害测报员考核办法（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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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宁县现代枸杞病虫害绿色防控工作组

组 长：贺伟龙 中宁县县委常委、中宁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李钟灵 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刘 娟 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

尹 磊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张 皓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李继伟 宁安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张根民 新堡镇武装部部长

殷延伟 恩和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范磊磊 鸣沙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马占仁 大战场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马星坤 白马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李文锋 舟塔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张进文 喊叫水武装部部长

马小波 徐套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刘骥睿 太阳梁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王静梅 县气象局高级工程师

成 员：王瑞华 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机械服务站站长

王少东 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生产服务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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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月红 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生产服务站副站长

陈清平 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高级林业工程师

丁 亮 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林业工程师

田学霞 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林业工程师

孙洪保 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高级林业工程师

徐利鸿 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林业工程师

王 洁 宁安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张 丽 宁安镇农业服务中心林业工程师

江 帆 新堡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耿 佳 新堡镇农业服务中心林业工程师

张适平 恩和镇林业服务站站长

陈惠琴 恩和镇农业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

薛永祥 鸣沙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郭 伟 大战场镇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周 贤 白马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严海霞 舟塔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丁良生 舟塔乡农业服务中心林业工程师

方 红 舟塔乡农业服务中心林业工程师

马庭云 喊叫水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杨 凡 徐套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刘茂盛 太阳梁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魏亦忠 太阳梁乡农业服务中心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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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宁县推进现代枸杞病虫害绿色防控工作任务清单

序

号
工作任务

县级包

抓领导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工作任务及推进计划 完成时限 备注

一、加快建立健全枸杞病虫害监测预报体系

1
建立测报

体系

贺伟龙

县枸杞产业发

展服务中心

各乡镇、

枸杞种植主体

枸杞病虫害监测预报和绿色防控体系建设、社会

化专业服务组织培育壮大、监测预报队伍管理、

培训及指导、监测任务部署、监测预报信息和防

控方案的制定发布、组织实施、监督考核、配套

扶持政策的落实等工作。

2021 年 10 月

底

县气象局
县枸杞产业发

展服务中心

枸杞气象预测预报、信息发布、枸杞生育期监测

等工作。
长期坚持

各乡镇

县枸杞产业发

展服务中心、

枸杞种植主体

负责测报人员配备、监测样点布设、测报数据收

集，组织辖区内经营主体开展枸杞病虫害绿色防

控工作的具体实施以及对本辖区绿色防控工作进

行监督考核等。

长期坚持

2

科学合理

设立测报

样点

各乡镇

县枸杞产业发

展服务中心、

枸杞种植主体

根据各乡镇枸杞种植现状数据，结合品种布局、

灌溉方式、立地条件、土壤类型等因素，科学合

理布置样点。原则上企业、合作社种植基地平均

100 亩设置一个样点；农户种植区以村为单位，每

200 亩设置一个样点，种植面积在 200 亩以下的村

以村设置一个样点。2021 年，全县设立重点监测

基地 30 个，布设测报样点 730 个，全县测报样点

布设实现全覆盖，对每年新增面积按照以上原则

增设测报样点。

2021年 4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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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重点工作

县级包

抓领导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工作任务及推进计划 完成时限 备注

3
组建测报

队伍

贺伟龙

各乡镇

县枸杞产业发

展服务中心、

枸杞种植主体

由各乡镇负责辖区测报队伍建设，原则上每 10 个

测报点设置 1名测报员，千亩以上基地至少配备 1

名测报员。测报员由各乡镇组织安排植保技术人

员担任，建立一支 70 人左右的测报队伍，并由乡

镇组织测报员按时参加区市县举办的预测预报培

训班。

2021年 3月底

4
实时监测

上报
各乡镇

县枸杞产业发

展服务中心、

枸杞种植主体

各乡镇在接到区市县下达测报任务时,应立即组

织辖区测报员开展实时测报，并监督测报员严格

按照枸杞病虫害信息化绿色防控技术规程,采用

枸杞有害生物移动智能采集系统 APP 进行样点定

位、数据采集，24 小时内完成数据上传。每年 3-11

月开展测报工作，每月的 15 日、30 日完成测报数

据上传。

长期坚持

5
组织科学

防控
各乡镇

县枸杞产业发

展服务中心、

枸杞种植主体

测报任务完成后，由县枸杞中心按照上级部门发

布的监测预报信息和绿色防治方案，按照技术干

部包乡、包片负责制，指导各乡镇组织枸杞生产

经营主体,结合辖区(基地)实际,及时组织开展防

治工作。

长期坚持

二、建设枸杞病虫害防治体系

6
建立绿色

防治体系
贺伟龙

县枸杞产业发

展服务中心

各乡镇、枸杞

种植主体

枸杞病虫害绿色防控的全面指导、专业化服务组

织培育、组织管理、信息发布、业务培训、经费

保障和监督考核等工作；形成枸杞中心统筹指导、

乡镇组织安排、生产经营主体实施的工作机制。

2021 年 10 月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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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重点工作

县级包

抓领导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工作任务及推进计划 完成时限 备注

6
建立绿色

防治体系

贺伟龙

各乡镇 枸杞种植主体
负责防控措施落实、投入品及防控绩效监管等工

作；
长期坚持

各乡镇 枸杞种植主体

生产经营主体严格按照防控方案科学防治、规范

用药，确保防效，建立完整的枸杞病虫害绿色防

控投入品台账和工作档案。

长期坚持

7
建设核心

示范基地

县枸杞产业发

展服务中心

各乡镇、枸杞

种植主体

中宁县百瑞源枸杞基地、中宁县舟塔乡舟塔村枸

杞基地建立 2 个 300 亩现代枸杞病虫害绿色防控

核心示范基地。

2021年 4月底

8

加强专业

化防控服

务组织建

设

县枸杞产业发

展服务中心

各乡镇、枸杞

种植主体

建成以中宁县杞惠农枸杞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中

宁县杞鑫枸杞苗木专业合作社 2 家专业社会化服

务公司为主，集农资集采、统防统治、整形修剪、

苗木供应为一体的社会化服务联合体，通过开展

技术培训，强化测报员和防控人员正确识别病虫

害、掌握农药施用方法以及田间管理、科学使用

施药机械等，提高综合服务能力，使社会化专业

服务组织逐渐成为推进现代枸杞病虫害绿色防控

的主力军。

2021 年 10 月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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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重点工作

县级包

抓领导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工作任务及推进计划 完成时限 备注

9
提升综合

服务能力

贺伟龙

各乡镇

县枸杞产业发

展服务中心、

枸杞种植主体

测报员要加大对枸杞病虫害的监测点定位、识别、

监测、分析预警和信息发布等枸杞病虫害预测预

报力度。各监测基地在做好监测预报的同时做好

生产管理档案，按照枸杞生育期和田间管理，做

好枸杞综合管理生产记录，负责组织、指导枸杞

基地进行标准化生产，并严格做好基地内的一切

农事操作记载工作。每月的 15 日、30 日完成测报

数据上传，根据枸杞病虫害防控大数据平台提出

的防治措施，结合各自基地实际情况及时防治。

同时测报员要按照枸杞物候期及其特征进行认真

观测并详细登记，填好每个时期的天气状况和枸

杞发育期时间，做好总结上报工作。

长期坚持

10

加强农业

投入品使

用和监管

县农业农村局
各乡镇、枸杞

种植主体

加大对农资经销店的检查，定期开展投入品监管，

从源头把控投入药品的安全性。
长期坚持

花铎
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

县枸杞产业发

展服务中心

加大对枸杞生产、加工、流通、营销环节的监督

检查，对产品进行批批抽检，对不合格产品进行

严格惩戒。

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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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宁县枸杞病虫害测报员考核办法（拟定）

为了及时有效、经济、安全地控制枸杞病虫危害，最大限度

地减少病虫害对枸杞造成的损失，确保枸杞增产、农民增收、

人民健康安全。根据《中宁县枸杞病虫害绿色防控体系建设实

施方案》，充分发挥枸杞测报员作用，广泛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严格规范其工作行为，特制定如下考核办法：

1.测报员必须具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有一定的枸杞种植

或管理经验，能够操作计算机或手机 APP 应用能力。

2.对枸杞病虫害熟知，工作热情高、事业心强、服务态度

好。

3.有固定并公开的联系咨询电话或手机。

4.3-11 月，每月必须有 5 天以上时间进村入户到田，调查、

指导、宣传病虫害发生与防治等有关工作。

5.实时监测上报。3-11 月按照区市县下达测报任务,进行实

时测报，采用枸杞有害生物移动智能采集系统 APP 进行样点定

位、测报工作，每月的 15 日、30 日进行数据采集，并 24 小时

内完成数据上传。每周必须向县枸杞中心及所在乡镇就本人所

负责的病虫调查数据、发生趋势和防治等情况汇报一次，遇有

重大突发情况随时汇报。每个测报员测报次数全年不能少于 12

次，每个监测点有效测报次数不得少于应测报次数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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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及时将区市县发布的枸杞病虫情报，当天送到本人所负责

的基地、农户或合作社手中。将植保情报张贴在村公示栏内，

如果枸杞病虫害大发生关键时期要及时指导农户进行统防统治，

加强防控。

7.积极培养中宁县病虫害防治示范户，带动农民科学及时开

展防治。

8.及时参加相关部门组织的枸杞技术培训班，在各村开展植

保知识普及。

9.如有枸杞重大病虫突发，除向上级业务部门汇报外还要及

时向当地乡镇政府汇报，由乡镇政府组织动员农民开展防治。

10.考核机制。本考核办法由中宁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和各乡镇负责组织考核。按照属地负责制,由各乡镇强化测报人员

的日常管理和考核，每月考核1次。年度考核由枸杞中心结合区市

县测报情况进行综合考核。

11.考核办法应用。对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测报任务的测报员，按

照每个监测点有效监测1次补助20元；超时不在规定时间内上传数

据的每次扣减10元。不按时参加培训的每次扣减50元。年度根据

考核评分结果进行奖惩，总分达到90分以上为最佳植保员，推荐给

宁夏枸杞产业服务中心进行表彰，总分达到70分以上为优秀植保员，

由中宁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进行表彰，总分60分以上70分以

下为合格植保员，60分以下为不合格植保员，并提出通报批评，如

留用考察一年后仍为不合格则解聘辞退。



- 62 -

中宁县枸杞病虫害测报员考核赋分表

责任乡镇： 被考核人： 审核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考核内容 项目 考核细则 分值 考核得分 备注

宣传培训（40）

重视病虫害测报工

作

对枸杞病虫害熟知，工作热情高、事业心强、服务态度好。 6

具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有一定的枸杞种植或管理经验。 4

开展宣传工作 有 5 天以上时间进村入户到田，调查、指导、宣传病虫害发生与防治等有关情况。 10
少开展宣传一次

扣 1分

参加会议情况 准时参加区市县组织的各类枸杞生产技术培训班，在各村开展植保知识普及。 6
少参加培训一次

扣 2分

工作总结，资料管理按要求及时做好工作总结，及时上报数据 4

工作业务能力

（70）

按时测报，实时上传

（50）

学习掌握枸杞常见病虫及其为害现象，熟练操作手机 APP 测报系统 4 每少测报1次扣2

分，测报不及时 1

次扣 0.5 分，测

报不准确 1次扣

0.6 分;

每月的 15 日、30 日进行数据采集，并 24 小时内完成数据上传。 30

每个测报员测报次数全年不能少于 12 次，每个监测点有效测报次数不得少于应测
报次数的 70%。

16

现场指导(20)
发布病虫害发生情况，督促指定辖区内及时开展病虫害防治 10

培养中宁县病虫害防治示范户 10

综合得分：

另： 1、获得区市县通报表扬每次加 5分;

2、因工作不到位，被区市县业务部门通报批评每次扣减 5分；

3、总分达到 70 分以上为优秀植保员，由中宁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进行表彰，总分 60分以上 70 分以下为合格植保员，60 分以下为
不合格植保员，并提出通报批评，如留用考察一年后仍为不合格则解聘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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