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产品助奥在行动
北京搭建“助奥”信息平台

“助奥行动”信息平台已由北京

市建设完成，
!"

个省（区、市）的所有

供京农产品生产基地及企业登记备

案信息均录入平台，实施全过程追溯

管理。

水产品运输全程
#$%

监控

助奥行动实施后，海南、福建等

地有关部门对涉奥的大型水产品养

殖基地加强监管，省检测部门对上市

产品实行批批检，未上市的待养产品

按照检测周期定时深入基地取样检

测，并负责联络好公安部门，对运输

实行全程
#$%

定位监控。

河北彻查农产品生产源头

河北省扎实开展农产品生产源

头清查等行动，并采取省包市、市包

县、县包乡村、责任人包户的办法，层

层签订责任状，认真执行质量安全追

溯制和监管问责制，切实把监管责任

落实到具体的单位和人员。

甘肃加强生产基地监管

甘肃省加强供京农产品生产基

地的监管，把涉及供京农产品的企业

和基地纳入例行监测的范围，制定了

详细的监测计划，定期对涉京农产品

供应的企业和基地进行监督抽查。

本报记者 马跃峰 冯 华 曲昌荣 王 薇

奥运大幕即将拉开，作为平安奥运的重要内容，奥运食品安全保障

工作备受关注。本报记者深入各地，从基地管理到市场准入，全方位、多

环节探访农产品质量安全，敬请关注本期特别策划。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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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奥运会即将开幕，目前我

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整体状况如何？

答：我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
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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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努力，农产品质量安全水
平有了很大提高，农产品质量安
全保障体系日益完善，农业标准
化水平显著提高，法律法规逐渐
健全，监管能力不断增强。据最
近对全国

"(

个城市开展的例行
监测显示，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
合格率稳定在较高水平。应该
说，中国农产品总体上是安全、
放心的。

今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的总体部署，各级农业部门迎难
而上，农产品供给能力和质量安全
水平稳步提升。目前全国农产品生
产稳定，市场监管全面加强，产地
准出与市场准入管理顺利推进，应
急机制和保障措施进一步健全，这
为保障奥运农产品供应和质量安
全奠定了坚实基础。

问：今年初农业部与北京、河
北等省区市联合开展了“保质量、

保安全、助奥运———农产品质量保

障行动”，目前取得了哪些成效？

答：“助奥行动”启动后，各地
按照农业部的统一部署，做了大
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一是针对生
产基地开展了摸底调查，全面加
强了农产品基地和市场的监管服
务。二是开展高毒农药专项整治，
杜绝禁用高毒农药和假劣农药的
危害。三是出台施行了《农产品产
地证明管理规定》（试行），有效促
进了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的衔
接。四是加强马属动物免疫。五是
健全应急机制和保障措施，研究
制定了奥运期间的应急预案。
“助奥行动”期间，农业部坚

持狠抓农产品基地和市场监测，
积极开展供京供奥“三品”专项
检查。截至目前，所抽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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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蔬菜水果样品合格率均为
!''!

，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合格率
为

!'',

。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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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奥运赛区城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
开展的专项监测也显示，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仍保持在去年专
项整治以来的较高水平。

问：为了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各地采取了哪些强有力的保

障措施？

答：为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各地全面强化了重点生产基地
和农产品批发市场监管和服务。如在高毒农药监管方面，内蒙
古开展了高毒农药置换工作，北京市采取“空瓶、空袋回收”直接
补贴农户的方式，大力推广安全新型农药、生物肥等和器械；在
农产品可追溯方面，河南省规定所有农产品自生产之日起，必须
建立标明农产品生产全过程的生产记录档案；在产销对接方面，
北京和山东建立了日常质量监管协作机制，对双方水产品质量
监管结果予以互认；河北省扎实开展农产品生产源头清查等五
大行动，切实把监管责任落实到具体的单位和人员。各地均采
取多种方式，加强技术指导与服务，全面推进标准化生产。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地方调研的时候，有个基层农业
监管人员的话特别让人感动，他说，虽然我不能去北京参加奥运
比赛，拿奖牌，直接做贡献，但是我一定要守护好这块地，保障质
量安全，间接做奉献。

问：“助奥行动”对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具有
哪些启示和推动作用？

答：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水平，既是一项当前紧迫的重要工
作，又是一项长期艰巨的重大任务。农业部开展“助奥行动”的
总体设计就是要立足奥运、着眼全局，立足北京、着眼全国，立足
当前、着眼长远。在推动监管工作的同时，更加注重对行之有效
的做法和经验进行总结提炼，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长效机
制的建立和形成；更加注重借开展“助奥行动”之机，引导和提高
全社会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服
务和监管能力建设，切实增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早发
现、早报告、早控制、早处置的能力。

蔬菜产地———

山东寿光：施农家
肥，用黏虫板，种有机菜

大暑时节，山东省寿光市田柳村
菜农田顺和的有机彩椒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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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多高
的株上挂满了拳头大小的彩椒，绿色、
黄色、红色……五颜六色，煞是好看。

田顺和一边喷药一边说，“我种
的是有机蔬菜。你看，为了防晒，大棚
顶上有遮阳网，周围有黏虫板。这都
是有机菜的‘护身符’。”

生产有机菜就这么简单？看出记
者的疑惑，老田笑了。他放下喷雾器，
拿起放在地上的药瓶子，仰起头，咕嘟
咕嘟喝了两口。这个举动，把我们惊得
目瞪口呆。老田见状，赶忙解释：“这是
保护蔬菜的秘密武器，是基地用黄柏、
苦参等中药材熬制的，专门杀蚜虫、杀
菌，对人体没有一点伤害。”

他顺手拿起吊在铁丝上的记录
本递了过来，上面详细记录着上肥、
喷药的时间以及肥料和药品名称、用
量等。“你看，这茬彩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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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移的
苗，上肥用的是干鸡粪和豆粕，打药
喷的是壳寡糖，不含一点激素。”

田顺和去年
!'

月加入寿光的有
机蔬菜合作社，合作社统一提供种植
及病虫害防治的技术指导，统一供肥
供药，对社员的蔬菜按高出市场价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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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进行回收。合作社明确要
求生产有机蔬菜时，哪些药可以用，
哪些药、肥绝对不能用。同时，还给每
个大棚统一编号，详细记录从种植到
收获的主要环节，特别是农药的名
称、来源、用法、用量和使用时间等，全
部输入条形码，随蔬菜“走”进家庭。
“有了条形码，菜一旦有问题，有

据可查，便于追溯。合作社还要签质
量安全责任状，不定期抽测。”老田告
诉记者。

要是出了不合格的蔬菜，怎么
办？合作社有明确规定：如在海关或
卖场销售中出现问题，追溯到哪户，
将取消其年终红利，半年内合作社不
收购该户产品。如再发现一次，将责
令其退出合作社，并承担因此给客户
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

谈到种植有机蔬菜的收益，老田
很兴奋：“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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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基地出口到日
本

!)

吨彩椒，我卖了
!*''

多斤。市
场上七八毛钱一斤，我卖到

&

块钱一
斤，一下子多挣了

&'''

多块钱。”

畜禽产品———

河南：多家涉奥养
殖、加工企业科学防疫，

标准化生产

北京：三元集团从
原奶生产、鲜奶加工到

冷链运输，全程有保障

每天天刚破晓，河南省雏鹰畜禽
发展有限公司种猪场场长董红源就
开始了忙碌而细致的生猪养殖及防
疫工作。“打耳号对猪群个体进行身
份认证、猪舍消毒、疫苗注射这每一
关都有学问，马虎不得，一定要保证
猪舍环境的温度、湿度、通风等标准
达到最优。”多次参加生产技术培训
的董红源认真地说。
“养殖企业成败关键在防疫。”新

郑市富华养殖有限公司经理王文生
说：“我们这里一般不允许外人进入，
工作人员离开超过一天返回时必须
经过全身消毒及洗澡更衣，甚至连生
活用具每天都要经过消毒处理。”

的确如此，记者近日跟随河南畜
牧局对本省的涉奥养殖企业进行考
察时，车辆驶入养殖场区必须经过消
毒深水池消毒，外来人员进入场区则
要穿过专门的消毒房，接受次氯酸钠
等药品喷雾的“淋浴”。即便如此，记
者要求进入养殖房采访的要求还是
被婉言拒绝了，企业负责人说：“这一
切都是为了防疫。”

在长葛市众品食业有限公司，记
者看到传输、分割、包装等各生产车间
宽敞明亮，工人们井然有序地工作着，
每个车间还有监管人员实施在线检疫
检验。

河南省畜牧局局长谢振生告诉
记者，河南省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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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涉奥养殖、
屠宰加工企业，各地畜牧部门纷纷加
强了检疫和监测力度。目前，河南共
在涉奥企业驻点监管人员

)))

人。
在北京三元绿荷奶牛养殖中心

第一牧场，室外是
""

摄氏度的高温，
牛舍里平均温度却不到

"'

摄氏度，
上千头奶牛就生活在这个现代化牧
场中。碧草如茵，红色的屋顶下，奶牛
正在悠闲的小憩。“让奶牛生活得健
康、舒适，才能产出优质的奶。”北京
三元绿荷奶牛养殖中心的张九迎说，
三元绿荷共拥有

"

万头奶牛，是三元
牛奶的主要奶源基地。

记者看到，每头奶牛的耳朵上都
有一个黄色的耳标，这是牛的“电子
身份证”，它与电脑网络相连，实行网
络化管理。这种管理程序可以针对奶
牛的饲养实际情况做出

&+

种报告，
随时监测每头牛的变化情况，每天的
配方都根据奶牛情况随时变动。每次
挤奶前，奶牛都要扫一下耳标进行体
检，一旦发病，电脑会立即显示出来，
生病的奶牛被自动引导到隔离区接
受治疗。

上午
.

点多钟，正是挤奶时间，
奶牛们井然有序地走上挤奶台。“这
里全部采用智能化机械挤奶设备，从
开始挤奶到通过管道冷却、运输，牛
奶处于全程封闭的环境中，避免与空
气等杂物的接触，保证奶源的安全可
靠。”张九迎说，从挤奶后送到生产车
间，前后不过半小时。而在生产车间，

从原料奶到成品，每道工序都有样品
品尝，以确保产品的口感和安全。

批发市场———

北京：进场蔬菜、肉
禽要有产地证明、厂家

资料，还要接受严格抽检

上海：质检与商户
信用挂钩，“上了黑名

单，生意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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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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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凌晨两三点钟，位于
北京市顺义区的顺鑫石门农产品批
发市场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石门市场承担着奥运期间北京市东
北部及河北省周边县市的农产品供
应保障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可
以说是从田间到餐桌的第一道关
卡！”总经理郭舫军告诉记者。

早晨
(

点多钟，辽宁葫芦岛的菜
贩子于志旭守着一车昨晚刚拉来的
西红柿，笑呵呵地看着市场工作人员
取样、抽检。“咱这西红柿都有产地证
明，水质、土壤养分等都达标，不怕
查！”工作人员说，他们每天分夜班和
白班两组，对市场内所有的蔬菜摊位
进行抽检，利用农药残留快速检测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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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就能检出有机磷等
的含量。一旦检测出问题，该摊贩的
整车货物都会被退回，禁止在市场交
易。“现在进市场必须提供产地证明，
菜农的质量安全意识也提高了，万一
检测出药残超标，我们受损失，下次
就再也不去他那儿进菜了！”于志旭
快人快语。

在肉类交易大厅内，各式各样的
新鲜猪肉摆满柜台。“这儿的肉新鲜、
质量好，价格又便宜，老百姓买得放
心！”家住附近的周占荣阿姨拎着

)'

多块钱的五花肉，乐呵呵地说。
“肉的质量有保障，关键是建立

了一套严格的准入制度和全程监控
体系。”工作人员杨洪超介绍说，为保
障肉类产品质量安全，他们与千喜
鹤、鹏程、大红门等

*

家肉类生产企
业签订厂场挂钩协议，凡在市场销售
的猪肉都有明确的厂家资料备案。同
时制定了严格的排查检验制度，每天
商品进厅前都有管理人员严格核对
票据；进厅后严格巡检，市场还要重
点对肉类、禽类产品定期和不定期抽
检。

在上海市东方国际水产市场，每
天天刚亮，市场的

/

名质检员就和批
发商们一起忙碌起来。他们每天必须
对进场水产进行至少

!'

个批次的抽
检，并巡查至少

"

次及时查处不合格
产品。这里的检测中心整合了政府部
门、交易中心、市场化权威检测机构
三方的力量，在生产认证之后、产品
流通之前，构筑了一道食品安全网。

“检测对我们经销商也有好处，
成本没增加，大家都放心，信誉好生
意也多。”做了多年水产生意的张福
根说。为把好准入关，经销商进入东
方水产市场必须签订质量安全承诺

书，并配合检测工作，每天进库产品
都必须在台账上登记。

检测中心每年排定抽检计划表，
每个经销商都会被检到，加之建立信
用记录和公示制度，对摊贩们产生了
无形的约束。“公示有时比罚款更有
效，我们为每个经营户建立了食品质
量信用档案，上了黑名单，生意就没
了。”东方水产检测中心主任俞培富
说。目前上海

/'

余家农产品批发市
场基本都建立了检测室，每天还有
&'

辆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车行走于
*''

余家标准化菜场和各大超市，最
大限度保障食品安全。

奥 运 来 了

中 国 农 产 品 准 备 好 了

蹒 跚 走 来 北 京 鸭
张 毅

北京烤鸭誉满天下，北京奥运期间，

烤鸭一定备受追捧。一只飘香流油的鸭子

推过来了，可要是有人问，这鸭子安全吗？

有检疫吗？哪儿养的，都喂什么了？店家如

何是好？

您要是说：爱吃不吃，哪有这么腻味

的人！那就砸了。如今，顾客问细点儿，不

算腻味，食品质量安全追溯在国际上是个

大趋势，经济发达国家先行一步，陆续建

立了比较完备的产品追溯机制，在超市买

一块牛肉、几个西红柿，产地、生产记录、

安全检测情况，都能查得清清楚楚。这有

利于农产品市场质量监管，让消费者吃得

放心。化学农业高度发达、环境污染严重

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担心“毒”从口入。因

此，保障食品质量安全，规范生产行为，需

要建立起农产品追溯机制。

尽管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但近几

年，我国农产品质量监管力度不断加大，

农产品质量追溯也提上日程。日前，农业

部与
!)

个省级主管部门、
&"

家农垦企业

签订了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建设合同，追

溯产品有鸭、肉猪、肉牛、茶叶、水果。为

此，中央财政投资
&)''

万元，国家发改委

投资
!('

万元，企业自筹
+''

万元。农垦

系统在生产规模、组织管理、技术资金等

方面都有很好的条件，这部分企业先“追”

起来，将为在全国建立农产品质量追溯制

度摸索经验。

农产品追溯不容易。就一般工业品而

言，“实行三包”是起码的要求，现在甚至

强调问题产品召回等等。但农产品的质量

问题要复杂得多。首先，鲜活农产品的质

量本身就是不断变化的，还牵扯到林林总

总的药和病，生产、运输、加工、消费各环

节不确定因素很多。其次，我国农业生产

千家万户，农民的技术素质参差不齐，受

发展条件限制，不可能要求整齐划一地步

入“农业生产工业化”状态。另外，我国农

产品消费面广量大，消费需求高低不等，

反过来又引导和影响着农民的生产行为。

因此，如果不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

度，农产品追溯很难搞。

改革开放
"'

年，我们离全面小康的目

标越来越近，新的生活目标又越来越高。人

们对农产品的要求，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得

好。怎么办？既要靠市场调节，也要靠质量

监管。近年来，农业部门颁布了一系列农业

生产技术标准，列出了禁用农药黑名单，在

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无公害农产品基地，示

范推动广大农民转变观念，规范农业生产

行为。国家还颁布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

法》，餐桌安全更有了法律保障。然而，要让

一系列法规、理念、标准真正落到田间地

头，必须责权利统一，尽快把质量链条串起

来，建立起追溯机制。

就在那个追溯项目的签约现场，摆着

一批北京鸭。据介绍，为北京奥运会供应

的北京鸭将全部悬挂质量可追溯标识，可

查询到饲养基地、饲养员、鸭雏、饲料、防

疫、屠宰等各个环节的生产记录。笔者按

照编码发出了查询短信，一会儿收到回

复：您查询的是北京金星鸭业中心产品，

梁家务基地，加工日期：
&''+

—
(

—
+

，产品

检疫合格。买到这只鸭子，心里准保踏实。

北京鸭蹒跚走来，却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图为河南汤阴县韩庄乡大黄村农民王忠魁喜摘大棚油桃。去年，他在

村里果蔬专业合作社的帮助下，建了
)

个蔬菜大棚，种植无公害果蔬，一年

纯收入达
&'

多万元。 张志勇摄

话说新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