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壮族自治区丿

桂农厅发 〔2⒓O〕 92号

宁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南宁海关

关于印发广西出口 (供港 )农产品

示范基地创建认定管理要求 (试行 )的通知

各市农业农村局,各隶属海关: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有关
“
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

和全面

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工作部署,促进广西农产品出口,推动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自 治区农业农村厅和南宁海关决定联合开展广西

出口(供港)农产品示范基地创建认定工作。现将 《广西出口(供

港 )农产品示范基地创建认定管理要求 (试行 )》 印发给你们 ,

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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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出口 (供港 )农产品示范基地创建

认定管理要求
(试行 )

为推动广西出口(供港 )农产品示范基地 (以 下简称出口(供

港 )基地 )建设,规范出口 (供港 )基地的创建、认定和运行管

理,促进广西农产品出口,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

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

海关总署 《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制定本要求。

一、总体要求

(一 )本要求所称出口 (供港 )示范基地,是指按照产品外

向化、基地规模化、环境生态化、管理规范化和标准国际化要求,

在广西范围内生产加工,产 品以出田 (供港 )为 主并经自治区农

业农村厅、南宁海关联合考核认定,具有较好示范带动作用及标

杆作用的各类出口 (供港 )农产品种植、养殖和生产 (加工 )基

地的统称。

(二 )出 田 (供港 )基地的创建、认定与监管,本着公开、

公平、公正原则,按照自愿申报、初审推荐、考核公示、颁证授

牌程序开展,并实行动态管理。

二、 申报要求

(~)申报出口 (供港)基地须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

I.产 品外向化。出口基地内生产、加工的产品50%以上出口,

或申报主体上年度出口农产品(自 营出口或为区内出田企业供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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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额超过⒛ 万美元以上。供港基地内生产、加工的产品供港贸

易额 (自 营供港或委托供港 )达 3O万美元以上。 (贸 易额以海关

数据或供货合同数据为准。 )

2.基地规模化。蔬菜、水果、茶叶基地面积要求相对固定连

片 3tXl亩 以上;水产基地中淡水池塘养殖面积 200亩 以上,海水

池塘养殖面积 5⑾ 亩以上,贝 类浮筏 (排 )式 吊养殖面积 3flO亩

以上,深水抗风浪网箱养殖水体 20⑾0立方米以上,工厂化养殖

水体 3Otltl立方米以上;生猪养殖基地年出栏 1万头以上。未列明

的其它类型产品种养规模和加工能力由申报主体提请县 (市 、区 )

农业农村部门同意后申报。

3.环境生态化。周围无影响产品质量的污染源,土壤、水质、

环境符合国家种植、养殖相关要求,生态环境良好。

4,管 理规范化。配备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植保、动物防疫

等专业技术人员,建立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 (包括组织机构、

质量安全标准化、农业投入品使用管理、有毒有害物质控制、疫

情疫病监测控制、质量安全追溯、人员培训等 )并接入国家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平台。开展 GAP、 HACCP等管理体系认证。

5.标准国际化。对标国际 (或香港 )标准,符合出口 (供港 )

农产品质量安全要求。近两年基地未发生重大食品农产品质量安

全事故和重大动植物疫情疫病,未遭受出口国家 (地 区)的不合

格产品通报。

(二 )申报出口 (供港)基地须随附以下材料 :

1.广 西出口 (供港 )农产品示范基地认定申请表 (附件 1);

2.基地按照 《广西出口 (供港 )农产品示范基地考核(自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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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表》 (附件 2)进行自查的情况记录:

3.海关出口农产品种植、养殖和生产 (加工 )企业注册备案

资质证明复印件或编号 (法定注册各案的品种 );

4.基地土地及厂房等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复印件,主要生产、

加工场地及产品质量自检室、视频监控设备等照片及视频监控画

面截图;

5.管 理体系文件 (包括组织机构、质量安全标准化、农业投

入品使用管理、有毒有害物质控制、疫情疫病监测控制、质量安

全追溯、人员培训等 )及专业人员资质证明;

6.种植场土壤检测报告或养殖场水质检测报告;

7.其他产品质量安全认证证明,如有效期内的
“三品一标

”
认定

证书、授权用标协议、GAP或 HACcP认证、香港认证或其他国

际认证等。

三、认定程序

(— )主体申请。申报企业或相关主体向所在地县 (市、区 )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

(二 )材料审核。县 (市、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受理企业

或相关主体申报,并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进行审核,材

料符合要求的呈报县 (市 、区)人民政府同意后,报设区市农业

农村局。

(三 )现场初审和推荐。设区市农业农村局会同当地隶属海

关组织现场初审。经初审发现问题的,应督促申报单位整改,经

整改合格后方可完成初审。初审合格的基地,由 市农业农村局行

文向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推荐,并附审核意见和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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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考核公示。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会同南宁海关,组织考

评组,按照《广西出口(供港 )农产品示范基地考核(自 查)记 录表》

进行考核评审。考核评审通过的基地名单,由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向社会进行为期 5天的公示。

(五 )颁证授牌。公示无异议的,由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和南

宁海关联合颁发认定证书,授予
“
广西出口农产品示范基地

”
或“

广

西供港农产品示范基地
”
牌匾。

四、政策支持

获认定为出口 (供港 )基地的主体,享受以下政策支持:

(一 )在基地产品包装、标签、广告宣传中使用
“
广西出口农

产品示范基地
”
或“

广西供港农产品示范基地
”
标志;

(二 )优先推荐承担实施农业农村部门产业发展项目,享 受

相关项目扶持;

(三 )优先推荐作为相关金融机构服务对象,享受融资、信

用保险、风险咨询等优惠便利和专业服务;

(四 )优先安排参加各级部门组织的国际国内农产品 (食 品 )

展览展销和贸易对接活动,享 受相应的参展补贴;

(五 )优先安排在中央和自治区主流媒体进行品牌宣传推介;

(六 )优先获得相关技术支持和培训指导,基地生产的农产

品享受优先检验检疫、快速验放等通关便利。

五、 运行管理

(一 ) 建立专家库。基地项目专家库成员由广西农业对外合

作厅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粮食、茶叶、蔬菜、水果、水产、畜禽

生产、繁育、科研、推广、土肥、植保、兽医、兽药及农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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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安全等相关方面专家和专业人员组成。专家签订行为规范、保

密承诺书,负 责参与出口 (供港 )基地认定考核评审、年审、牡

查及相关指导培训工作。

(二 )总结和年审。生产加工主体每年年底前要对基地的管

理体系运行情况、出口 (供港 )情况、取得的成效及存在问题等

进行总结,并报送设区市农业农村局。每年 3月 份设区市农业农

村局联合当地隶属海关对照 《广西出口 (供港 )农产品示范基地

年审考核记录表》 (附件 3)要求对基地进行上年度考核审查 ,

并将考核结果分别上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南宁海关。年审合格

的,继续保留出田基地或供港基地资格,享受有关优惠政策。年

审不合格的,要求限期整改并跟踪验证。拒不整改或经整改后仍

不合格的,由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和南宁海关撤销其出口基地或供

港基地称号并予以公告,2年内不得重新申报出口 (供港 )基地。

(三 )监督管理。根据需要,自 治区农业农村厅会同南宁海

关组织有关专家对出口 (供港 )基地进行不定期监督检查,发现

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附件:I.广西出口 (供港 )

2.广 西出口 (供港 )

3.广 西出口 (供港 )

农产品示范基地认定申报表

农产品示范基地考核 (自 查 )表

农产品示范基地年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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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西出口 (供港 )农产品示范基地
认定申报表

申报单位名称
申报单位

地址

申报单位负责

人

申报出口

备案号

联系电话 基地名称

基地地址 XX县 (市、区) XX乡 (镇)X X

基地规模
基地主要

产品名称

上年产量 /产

值

出口量和

出 口 额

(供港量

和供港贸

易额)

县(市、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意见:

签字 (盖章)

月

年

(盖章)

月

县(市、区)人民政府意见: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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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农业农村局意见:

签字

(盖章〉

月

隶属海关意见:

签字

(盖章)

年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意见;

签字

(盖章〉

月

南宁海关意见:

签字

(盖章)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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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西出口 (供港 )农产品示范基地

考核 (自查 )记录表

示范基地名称 :

审核组组长:

审核组成员:

审核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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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示范基地名称

项目负责人

联系人 电话 传 真

通讯地址

电子邮件 邮政编码

基地情况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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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核记录

A部分 审核具体内容 审核情况描述 符台性

申报

材料

完整

性及

符合

性审

核

出口农产品示范基地认定申报表

基地规模及出口规模

基地种值养殖场合法使用土地的有效证明文件

基地示患图、平面图

种植场土块检测报眚或荞殖场水质检测报告

基地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包括组织机构、人员培训制

度、农业投入品使用管理制度、疫情疫病监测制度、

有毒有害物质控制制度、生产和追溯记录制度等

基地负责人或者经营耆身份证复印件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B部分 审核具体内容 串核情况描述 符台性

质量

安全

标准

化

申报基地侬据我国及输入国 (地区)的法律法规,结

合实际,收集并推广使用国际或进口国 (地区)质量

安全标准初生产操作规程。

出口农产品备案种植养殖基地积极开展国内外认证 ,

如 GAP、 欧盟 CLOBAL—GAP,绿色食品等

农产品出口加工企业开展产晶质且安全认证 (如

IsO9001、  HACCP等 )

C部分 审核具体内容 审核情况描述 符台性

农业

化学

投入

品的

有允许使用的农业投入品清单

有农业投入品合格供应南名录

农业投入晶专人专庠管理

对农业投入品的采购、贮存、领用、配制、使用及剩

佘药物处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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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随机牡查农业化学投入品贮存及使用场所,不存在贮

存和使用我国及输入国禁止使用的投入晶现象。

D部分 审核具体内容 磁 倩蹦 述 符台性

疫情

疫病

监测

控制

制定了疫情疫病监测计划和控制措施

明确疫情疫病监测时间、地点、对象、实施部门

有专业人员进行疫情疫病监测,监测记录真实、完整。

对发现的瘐情疫病实施有效防控措施,并通报有关主

管部门。

E部分 审核具体内容 申核侑况描述 符台性

量

 
全

 
溯

质

 
安

 
追

制定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办法或产品的批次

管理规则

建立了完善的食品农产品质里安全可追溯信息平台

或完善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包装、运钿记录和标识

等

有产逯与销售去向记录

基地提供出口原料有供货证明

在农业化学投入品的采购、储运、分销、使用等各环

节有相应记录,对投入品能有效追溯。

P部分 审核具体内容 审核佰况描述 符台性

有毒

有害

物质

控制

具有与产品自检自控相适应的有每有害物质残留检

测能力或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实验室检测。

制定农兽药残留、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监测计划 ,

明确监控项目、监控产品、地点、时间、抽样数且

有有毒有害物质监洲结果记录或有毒有害物质检测

结果报眚

对不合格产品有效追溯,妥蔷处理

G部分 审核具体内容 申核情况描述 符台性

教育

培训

及企

业诚

信

组织开展或参加现代农业种植、养殖技术、痫虫害及

疫病防治技术、农营药等化学投入品使用技术和食品

农产品生产加工技术培训‘

开展道德、法律教育和诚信管理知识培训,企业诚信

意识、自律意识、社会责任蒽识有明显提高,无失信

行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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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场审核总结

总结会记录 (可另附页):

现场审核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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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审核合格。

□存在严重不符合项,现场考核不含格。

□存在不符合项,必须在  天内完成整改,经跟踪审核合格方可通过。

审核组成员 (签名〉:

审核组组长 (签名 ):

填报要求:

1.描述要求真实、详细,具体到相关人员姓名和具体工作环节,可以量化的填报
务必量化。
2.可附开展出口示范基地建设相关的有关书面文件、记录及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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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广西出口 (供港 )农产品示范基地

年审记录表

示范基地名称 :

审核组组长:

审核组成员:

审核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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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示范基地名称

初次认定时间

项目负责人

联系人 电话 传 真

通讯地址

电子邮件 邮政编码

基地情况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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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核记录

B部分 审核具体内容 审核情况描述 符台性

质量

安全

标准

化

申报基地依据我国及输入国 (地区〉的法律法规,结合实

际,收集并推广使用国际或进口国 (地区)质量安全标准

和生产操作规程。

出口农产品备案种值养殖基地积极开展国内外认证,如
GAP、 欧盟 CLm虬-o屮 ,绿色食品等

产品出口加工企业开展产晶质量安全认证 (如 IsO∞ 01、

HACCPˉ孚羊)

C部分 审核具体内容 审核倩况描述 符台性

农业

化学

投入

品的

控制

有允许使用的农业投入品清单

有农业投入品合格供应商名录

农业投入品的专人专庠管理情况

对农业投入品的采购、贮存、领用、配制、使用及剩余药

物处理记录

随机抽查农业化学投入品贮存及使用场所,不存在贮存和

使用我国及输入国禁止使用的投入品现象。

D部分 审核具体内容 审核情况描述 雠

疫情

疫病

监测

控制

制定了疫情疫病监测计划和控制措施

明确疫倩疫病监泖时间、地点、对象、实施部门

有专业人员进行疫倩疫病监测,监测记录真实、完整。

对发现的疫倩瘐病实施有效防控措施,并通报有关主管部

门 。

E部分 审核具体内容 审核情况描述 符台性

量

 
金

 
溯

质

 
安

 
追

制定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办法或产品的批次管理规

贝刂

建立了完善的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信息平台或完善

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包装、运输记录和标识等

有产童与销售去向记录

基地提供出口原料有供货证明

一 夕 一



在农业化学投入品的采购、储运、分销、使用等各环节有

相应记录,对投入品能有效追溯。

P部分 审核具体内容 审核忙况描述 符台性

有毒

有害

物质

控制

具有与产品自检自控相适应的有毒有害物质残留检洲能力

或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实验宣检测。

制定农营药残留、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监测计划,明确

监控项目、监控产品、地点、时间、抽样数量

有有苷有害物质监测结果记录或有毒有害物质检测结杲报
亠

对不合格产品有效追湖,妥善处理

G部分 审核具体内容 咖 蹦 述 符台性

教育

培训

及企

业诚

信

组织开展或参加现代农业种植、荞殖技术、病虫害及疫病

防治技术、农营药等化学投入品使用技术和食品农产品生

产加工技术培训。

开展道德、法律教育和诫信管理知识培训,企业irn信意识、

自律意识、社会责任意识有明显提商,无大信行为记录

三、现场审核总结

总结会记录 (可另附页):

~I8—



现场审核报告;

□现场审核合格。

□存在严重不符合项,现场考核不舍格。

□存在不符合项,必须在  天内完成整改,经跟踪审核合格方可通过。

审核组成员 (签名):

审核组组长 (签名):

填报要求 :

1.描述要求真实、详细,具体到相关人员姓名和具体工作环节,可以量化的填报务必
量化。
2.可附开展出口示范基地建设相关的有关书面文件、记录及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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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⒛⒛ 年 6月 ⒛ 日印发

-⒛ —

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