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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概况

二、绿色食品认证管理制度

三、绿色食品标准体系

四、绿色食品植物油及相关产品认证

报告内容：



1.绿色食品的概念

----产自优良生态环境、按照规定的技术标准生产、实行全

程质量控制并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的安全、优质食用农

产品及相关产品。

2.绿色食品的本质内涵

----安全、优质、环保。其中，质量安全方面，在食品和农产

品国家标准的基础上，规定了更高的标准要求。

（一）绿色食品概念及内涵

一、绿色食品产业发展概况



（二）绿色食品标志

 性质：证明商标

 注册形式：共有四种：绿色食品标志图形、“绿色食品”中文、

“Green Food”英文以及绿色食品中英文字与标志图形组合。

绿色食品标志商标（图形）

绿色食品标志商标（图形与中、
英文字组合）

绿色食品标志商标（英文）

绿色食品标志商标（中文）



20世纪90年代初，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农业部启动了绿

色食品事业，同时成立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负责全国绿色食

品管理工作，各地方农业部门也建有相应机构。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绿色食品已成为一个快速成长

的新兴产业，成为中国安全优质农产品及加工食品的主导品牌。

（三）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现状



1.总量规模持续快速增长

2001-2011年，绿色食品企业和产品年均分别增长

18.5％和21.5％。到2011年，全国绿色食品企业总数达到

6622家，产品总数达到1682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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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品结构日趋丰富

现有的产品门类包括了农林产品及其加工产品、畜禽、水产类产品及其

加工产品、饮品类产品、其它产品等5个大类、57个小类。其中，初级产品占

46.6％，加工产品占53.4％。



3.贸易发展持续扩大

2001―2011年，全国绿色食品销售额由500亿元增长到

3134.5亿元，出口额由4亿美元增长到23.1亿美元，十年来年

均分别增长20.1％和19.2％。

2001-2011年绿色食品销售额 2001-2011年绿色食品出口额



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
绿色食品专营网点

近几年，绿色食品商业流通企业呈现加快发展的趋势，在部分

大中城市已建立一批绿色食品专营网点，市场流通和贸易渠道不

断拓展。



4.产业比重稳步提高

大米：119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8.5％

小麦粉：37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4.5％

蔬菜：1424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2.2％

水果：104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4.6％

食用植物油

产品数： 340个，占绿色食品产品总数2％

年产量：132万吨，占食用植物油总产量的3％



5.品牌认知度不断提升

据消费者调查，在国内部分大中城市，绿色食品的

认知度已超过80％。



6.国际化发展趋势加快

（1）境外注册：绿色食品标志作为证明商标，已在美国、俄罗

斯、法国、澳大利亚、日本、中国香港、世界知识产权局11个国

家、地区和国际组织注册。

（2）境外认证 ：法国、芬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尼西亚5

个

国家的6家企业15个产品获得了绿色食品认证，丹麦皇冠集团生产

的猪肉产品正在认证审核中。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国务院《认证认可条

例》和农业部《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绿色食品实行产品认

证制度和证明商标使用许可制度相结合的基本管理制度，并且已

建立较为完善的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和质量监管制度体系。

二、绿色食品认证管理制度



（一）绿色食品认证程序

绿色食品认证依据技术标准和审核规范，对产地环境、投入品使用、产品质量、

产品

包装等环节进行检查审核，基本程序：

（1）申请人向省级绿色食品工作机构提交申请材料；

（2）省级绿色食品工作机构受理后审核申请材料；

（3）检查员进行环境质量现状调查、现场检查、产品抽样送检；

（4）由指定的环境和产品监测机构分别实施环境质量监测和产品质量检测；

（5）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对企业申请材料、现场检查材料、环境监测和产品检测

报

告等进行审核；

（6）组织专家评审；

（7）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做出认证决定；

（8）签订《绿色食品标志商标使用许可合同》，颁发证书并予以公告。



----续展认证程序：绿色食品认证有效期为三年，到期应提出续展申请，通过续

展认证审核后可继续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续展程序简化了产地环境监测和专家评

审两个环节。

----境外认证程序：由申请人直接向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提出申请，并提交产

地环境监测背景材料，同时向指定的产品质量监测机构提供产品检测样品；中心

派检查员赴现场进行环境质量现状调查、生产现场检查。其它程序与国内认证相

同。



绿色食品认证程序图



绿色食品证书（中文） 绿色食品证书（英文）



（二）绿色食品监管制度

在绿色食品认证三年有效期内，各级农业主管部门及其

管理机构将对企业产品质量和使用绿色食品标志进行监管。主

要实施五项监管制度。



1．企业年检。重点检查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和规范使用绿色
食

品标志的情况。

2．产品抽检。各级管理部门每年对企业产品质量进行监督抽

检

及时取消不合格产品。

3．市场监察。各地主管部门每年定期在全国40多个大中城市

的

400多个商业网点进行监察，主要检查规范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情

况，并配合当地工商管理部门查处假冒产品。

4．风险预警。随时开展风险评估，防范行业风险和安全隐患

。



绿色食品标准体系由产地环境、投入品使用、生产技术、产品质量和包

装

贮运等方面的标准构成。

1．产地环境标准：根据农业生态的特点和绿色食品生产对生态环境的要求

，

规定了绿色食品产地的空气、水质、土壤的各项指标限值以及监测和评价方法。

2．生产技术标准：主要包括绿色食品生产中投入品使用准则和生产操作规

程，

用于指导和规范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

3．产品质量标准：以国家强制性标准为基础，对相关质量安全项目指标规

定

更高的要求，其主要标准限值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

三、绿色食品标准体系



绿色食品标准体系

产地环境标准 生产技术标准 产品标准 包装、贮藏运输标准

产地环境
技术条件

产地环境调查
监测与评价导

则

农药使用准则

肥料使用准则

渔药使用准则

兽药使用准则

畜禽饲料及饲料添加
剂使用准则

食品添加剂使用准则

动物卫生准则

禽畜饲养防疫准则

食品加工清洗、
消毒准则

海洋捕捞水产品
生产操作规程

各类产品种植养
殖加工生产操作
规程
产品抽样准则

产品检测规则

种植业产品

畜禽产品

渔业产品

加工产品

包装通用准则

贮藏运输准则

渔业饲料及饲料添加
剂使用准则

绿色食品标准体系



绿色食品现行标准:       

----绿色食品产地环境、投入品使用准则等质量控制规范16项；

----绿色食品产品标准109项；

----绿色食品生产技术规程400多项。



四、绿色食品植物油及相关产品的认证

（一）绿色食品食用油产品标准

----绿色食品食用植物油认证执

行农业部颁布的《绿色食品食用油

标准》（NY/T 751-2011）。该标

准规定了绿色食品食用植物油的料

要求、质量指标、试验方法、检测

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贮运等。

与国家标准比对：

黄曲霉毒素B1：

国家标准:≤20μg/㎏

至≤10μg/㎏，绿色食

品标准为≤5μg/㎏

苯并[a]芘：

国家标准≤10μg/㎏，

绿色食品标准≤5μg/

㎏



（二）绿色食品食用植物油的原料管理规定

----禁止使用转基因技术

----原料90％以上获得绿色食品认证，或者来自绿色食品原

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三）以食用植物油为原料的绿色食品产品认证

1.高温油炸食品

----高温油炸食品（>130°C），可能会产生有害致癌物质

（苯并[a]芘），不受理其认证申请；

----低温油炸食品（<130°C），纳入认证受理范围。

2.油炸方便面、薯制品

----油炸过程中产生有害物质（如丙稀酰胺）的可能性较高，不受理其认

证申请。

3.氢化植物油

----未列入绿色食品标准体系，不受理认证申请



（四）绿色食品棕榈油认证

1.发展潜力

棕榈油具有良好的高温性能和替代转氢植物油的作用，对

绿色食品具有特殊意义，是绿色食品植物油发展的重要门类。

尤其在绿色食品烘焙食品、糖果、糕点、速冻食品、方便食

品、冷冻饮料等生产中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2.发展现状

 2010年：首家企业、 4个产品，原料来源印度尼西亚

 2012年：3家企业、 12个产品，原料来源印度尼西亚

考察印度尼西亚棕榈油基地



3.国际合作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与马来西亚棕榈油总署（MPOB）就绿色食品棕榈油

认证合作问题正在进行磋商。我们建议：

----双方共同研究、探讨建立绿色食品棕榈油境外认证合作机制；

----双方分别在棕榈油替代其它食用植物油方面加强研究，为绿色食品提供

更多更有力的科学依据和原料支撑，共同推动绿色食品和中马棕榈油贸易发展。



谢 谢 大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