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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发展现状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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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四川省气象局围绕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延伸气象服务范围袁提供以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为载体的野直通式冶为农气象特色服
务遥本文首先阐述了气候品质认证工作现状袁然后分析了气候品质认证工作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袁最后提出了相关对策袁以期为农产品
气候品质认证业务化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思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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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chuan Meteorological Bureau extends meteorological service scope around the climatic quality certific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袁
and provides "pass -through" agricultural meteorological characteristic service with the climatic quality certific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s the
carrier. In this paper袁the status of the climate quality certification was described. Then袁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climate quality certification
were analyzed袁and some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to provide beneficial idea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limate quality
certific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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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袁可以准确反应农产品生长

技术相结合袁以二维码作为介质袁建立了农产品气候品质认

的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袁有效监控农产品的品质袁对改善食

证信息防伪标识遥在农产品包装上市之时袁严格按照野一件

品安全问题尧提升特色农产品知名度尧提高特色农产品市场

一签袁一签一码袁身份唯一冶的原则袁每个独立的农产品包装

竞争力等具有重要意义遥2012 年浙江省对安吉大山坞茶厂
的白茶进行气候品质认证袁是国内首次开展的农产品气候

粘贴品质认证等级标识和二维码溯源标签袁采购商和消费
者不仅可以通过扫描贴于商品上的二维码标签方便尧快捷

品质认证工作[1-2]遥

地查询到农产品生长期间的气候信息尧生长情况尧产地以及

1 四川省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业务发展现状

认证报告等诸多信息袁还可以登录四川农村信息网尧四川省

四川省于 2013 年开始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工作的调

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网输入二维码标签下方的查询码进行

研和筹备遥2014 年袁乐山市沐川县的野旭峰冶猕猴桃和广元市

产品信息查询和验证袁有效保障了农产品认证信息的安

苍溪野华朴冶野日昇冶猕猴桃成为了首批取得四川省农产品气

全性遥同时袁二维码溯源标签记录了扫描次数尧上一次扫描

候品质认证的农产品遥截至 2018 年 12 月袁四川省已经有

时间尧商家信息以及联系方式等诸多内容袁通过扫描溯源标
签可以查看到这些信息袁有效保障了二维码溯源标签的真

产品进行了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袁具体包括猕猴桃尧茶叶尧柑

实性遥

34 家农业生产企业尧专业合作社生产的 42 个批次的特色农

橘尧柚尧脐橙尧银耳尧葡萄尧枇杷尧花椒尧金银花尧蜂蜜等 18 个

1.3 开发认证和溯源网络平台

1.1 认证制度和管理流程的规范

品品质认证和溯源工作开发了网络平台袁实现了认证工作流

品类遥

四川省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从筹备之日起就非常重视

制度的建设与流程管理袁相关部门于 2013 年 11 月出台了
一整套气候品质认证文件袁包括叶四川省农产品气候品质认

证管理办法曳叶四川省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实施规则曳叶四川
省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申报书曳叶四川省农产品气候品质认
证实施表曳叶四川省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报告渊范本冤曳叶四川

四川省气象局的气候品质认证相关部门针对全省农产
程的整合袁能较好地满足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工作的业务
需求遥该平台为农气专家提供农产品信息查询尧多时空气象
数据查询尧农作物气象指标模型管理等信息查询和数据分析
等功能曰为认证工作人员提供认证信息管理尧标签管理尧合
同管理和网站信息管理等管理功能曰为农企尧农商提供认证
申请管理尧农产品介绍及标签管理功能遥四川省农产品气候

省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溯源信息曳等袁并于 2015 年根据工

品质认证和溯源网络平台的建立为四川省农产品气候品质

1.2 认证与信息溯源技术相结合

品气候品质认证工作的可操作性袁提升了工作效率袁降低了

作开展情况袁对相关文件进行了修订遥

四川省气象局将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和产品信息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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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工作提供了完善的业务支撑和在线管理袁增强了农产
基层气象局尧认证专家尧认证企业的时间成本袁促进了农产
品气候品质认证与溯源工作的持续发展遥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管理多方参与袁难以形成合力
目前袁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工作由四川省气象服务中

尹 娟等院四川省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发展现状及对策
心负责运行管理袁根据叶2015 年四川省农产品气候品质评

企业管理尧合同管理尧经费管理入手袁缓解多头并管带来的

估溯源分工及流程曳的要求袁四川省农村经济综合信息中

不利影响曰二是以业务流程为基础袁落实工作责任袁形成管

心尧四川省农业气象中心尧四川省气候中心等多个省级业务

理制度曰三是设立专门的机构统一管理气候品质认证工作遥建

单位提供业务和技术支持袁这就意味着气候品质认证工作

立常态化的部门合作机制袁对外统一出口袁对内协调各部门

需要经过 3 个层级十几人的流转审批遥这样管理的方式虽
然分工明确袁但是效率不高袁审批时效太长袁从申请到标签

制作完成需 20~30 个工作日袁严重影响了认证工作的推广

工作遥
3.2 加强气象科技支撑袁提升服务能力
3.2.1

加大为农气象服务投入遥一是在三农专项建设中加

与发展遥

入气候品质认证的相关工作要求曰二是加大对基层人员的

2.2 部门认识不到位袁参与程度不高

培训工作曰三是加强专家联盟的工作袁在适当的条件下给予

开展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直通式气象服务是近年
提出的新需求袁市县局除了需要改变服务的思路和方法外袁

项目及资金支持用于认证的基础性研究曰四是完善农产品气
候品质认证指标体系研究[3-4]遥

还需调整业务以适应具有更高针对性的农业气象服务遥直

3.2.2 提升为农气象服务能力遥一是积极整合内部服务资

通式的气象服务需要气象部门进行野保姆式冶野一对一冶的气

源袁借助农产品溯源工作将四川省农业气象服务产品融入

象服务袁从农产品萌发尧生长尧成熟到存储尧运输甚至销售都

业务之中袁进一步丰富直通式为农气象服务的内容曰二是提

进行针对性的气象服务遥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作为开展直

高农企尧农商的公众认知度袁形成对参与认证的企业进行定

通式气象服务的有效切入点袁其服务载体功能还未被充分

期推广以及宣传的品牌建设服务机制袁帮助企业树立良好

利用袁因而基层气象部门的参与程度不高遥

形象尧建立品牌和开拓市场曰三是进一步完善企业产品监管

2.3 缺乏资金尧人才保障袁科技支撑不足

服务机制袁加强认证标签的监控和防伪管理袁为企业产品

目前袁市尧县气象部门一直以普适性农业气象服务为主袁

防伪监管进行全面服务袁也为认证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信

一般市局才设有农气中心袁才配置农气科研人员袁而县级气

用环境遥

象部门农业气象人才严重不足遥同时袁气象部门与农业局尧

3.3 完善网络平台建设袁提高认证效率

林业局尧水务局等政府职能部门之间也缺乏常态化的业务

一是完善信息查询功能袁优化信息显示袁增加网络互动

合作机制遥因此袁为了提高农业气象服务建设水平袁进一步

功能袁在向查询者提供信息的同时袁尽可能多地采集各种消

加强气象部门与农业等涉农部门之间的合作袁推动农业气

费数据曰二是完善数据分析功能袁为企业管理者或市场参与

象信息尧资源和成果共享袁发挥相关领域专家的技术优势和

者提供来源可靠的真实数据袁为下一步的大数据分析奠定

为农服务经验袁许多县局纷纷主推成立野气象为农服务专家

基础曰三是提升防伪能力袁无论是平台的网络防伪能力还是

联盟冶遥然而袁由于专家联盟缺乏长效的经费来源袁且联盟多

溯源标签的印刷防伪能力都有待进一步加强遥四是提升平

为临时性组织袁不但缺乏组织管理难以做到资源共享袁而

台网络安全防护能力遥开放的网络平台极其容易遭到网络

且缺乏长效合作机制袁难以形成有效的联合调查尧会商尧服

攻击袁强大的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是保证溯源工作稳定持续

务能力遥

开展的必备条件[5-6]遥

2.4 品牌效应未形成袁社会认知度不高

从 2012 年至今袁虽然浙江尧四川尧陕西尧安徽等很多省

3.4 加大推广宣传力度袁扩大品牌效应
气候品质认证不仅增加了企业产品的公信力袁提升了消

份都开展了气候品质认证工作袁但是与无公害农产品尧绿色

费者的消费信心袁而且提供了政府对农产品监管的新途径袁

食品尧有机食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这三标一识相比袁气

对于此项工作的这些优点和成效袁应该加大向政府尧公众的

候品质认证是一个新兴产品袁社会认知度较低袁大部分公众

宣传力度遥

对气候品质认证几乎没有听说袁更谈不上辨识遥
2.5 缺乏执行标准袁管理工作不统一

对此袁还应该做好以下 2 项工作遥一是加大对内培训力

度袁充分利用基层气象台站尧农气人员和气象信息员加强面

农业气候品质认证是一个新兴认证袁实施时间还比较

向政府及企业的宣传推广袁并利用手中的媒体资源袁如电

短袁虽然气象观测网络能够提供丰富的基础数据袁而且大部

视尧网站尧手机短信以及手机应用等做好面向公众的宣传推

分农产品都对气候和天气条件有着很高的敏感度袁但是认

广遥二是主动加强与政府的沟通交流袁充分使用各类资源推

证方法和科学研究都仍然处于低级阶段袁没有建立全国统

广认证工作[7-8]遥

一的认证执行标准遥目前袁实施气候品质认证的各省气象部

3.5 打造专业服务团队袁强化运营工作

门各自为政袁出台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认证工作管理办法

气候品质认证工作要获得持续尧长久的发展动力袁就必

和规定袁这就导致认证工作缺乏统一的标准袁难以实现全面

须让企业尧农户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袁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做

对接遥

好企业服务工作[9]遥气象部门开展的农产品认证属于专业气

3 对策

3.1 统一国内认证管理袁规范认证流程

象服务袁为了让企业真正获取有价值的服务袁并让服务本
身能够可持续发展袁就必须加强认证工作的市场运营遥因

从国家层面尽快完善气象行业的认证工作管理体系袁

此袁需要加强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的市场策划工作袁打造一

形成专门的管理制度袁落实认证工作各环节的责任袁以保证

支专业运营团队袁进行针对性的策划和市场运作袁让气候

业务工作能高质量稳定地运行遥一是优化业务流程管理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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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哈达等院高效液相色谱法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的应用
行分析检测遥
2.3 乳及乳制品中三聚氰胺的检测
三聚氰胺是三嗪类含氮杂环有机化合物袁 化学式为

C3N3渊NH2冤3袁含氮量高达 66%袁是一种含氮杂环有机化工原
料袁可用于塑料尧胶粘剂尧涂料尧餐具等领域[12]遥三聚氰胺长期

3 结语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既关系到中国十几亿人口的食品
安全袁又关系到出口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遥因此袁必须做好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袁按标准尧按法规严格执行质量监
督检查工作[19-20]遥几年来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袁检测分析方

被摄入人体或动物体内袁影响到生殖系统和泌尿系统袁危害

法从传统的化学分析法快速转变为仪器分析法[21]遥目前袁高

健康遥但不法分子为了提高乳及乳制品中的蛋白质含量袁在

效液相色谱法渊HPLC冤在农产品安全质量检测方面技术方

牛奶尧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冒充蛋白质袁如三鹿毒奶粉事

法成熟袁操作过程实现了自动化袁检测速度快袁检验结果更

件袁对婴儿身体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危害遥因此袁乳及乳制品

准确尧更精密遥

中三聚氰胺的检测是非常重要的质量安全检测环节遥检测

4

三聚氰胺的方法有高效液相色谱法尧气相色谱法尧毛细管电
泳法尧近红外光谱法等 [13]遥目前袁主要采用高效液相色 谱
法检测奶粉和牛奶中的三聚氰胺袁该方法具有方法成熟尧
检测误差小尧准确度高等优点遥在适宜的试验条件下袁三聚
氰胺检测限为 0.005 滋g/mL袁相对标准偏差为 4%袁线性范围
为 0.01耀8.00 滋g/mL [14]遥

2.4 激素残留物检测

在农产品中加入激素是为了促进生长发育袁达到少投入尧
多回报的目的遥在畜禽饲养尧植物和水果生长过程中加入激
素类药品会促使其生长尧长肉尧催熟等遥农产品中常见的激
素为类固醇尧氨基酸衍生物尧丘脑激素尧前列腺素尧垂体激
素尧胃肠激素尧降钙素激素等[15]遥激素渊如瘦肉精袁学名盐酸克
伦特罗冤尧催乳剂尧催熟剂尧性激素等广泛用于家禽尧猪尧牛尧
水果尧蔬菜中遥激素容易在畜禽肉及肉制品尧乳制品尧水果尧
蔬菜中残留袁对人体产生危害袁长期摄入时在体内累积易引
起心脏病尧水盐代谢紊乱尧消化系统及心血管系统并发症尧
骨质疏松及椎骨压迫性骨折尧精神异常尧致畸尧致突变尧致
癌袁对人体危害非常大[15-16]遥目前袁我国已禁止在动物饲养中

使用激素遥农业部第 235 号公告叶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
留限量曳中明确规定猪牛肉中激素残留物限量[17]遥激素残留

物检测方法有 2 类袁一类是色谱技术袁另一类是免疫技术遥
色谱技术包括高效液相色谱法尧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尧薄层
色谱法尧气相色谱-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联用法尧毛细管电
泳法等曰免疫技术主要包括放射免疫技术尧酶联免疫技术尧
试纸条检测技术尧免疫生物传感器技术等[1]遥其中袁高效液相
色谱法分析检测结果更准确袁分析速度快袁是在激素残留物
检测中较成熟的一种检测方法遥据文献报道袁罗晓 燕 等 [ 18]
用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畜禽组织中雌雄性激素残留袁
结果显示袁线性关系良好袁己烯雌酚的相关系数为 0.999袁检
出限为 9.5 滋g/kg袁丙酸睾酮的相关系数为 0.999 94袁检出限
为 8.4 滋g/kg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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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认证结合企业自身优势和农产品特点产生更多的销售
卖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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