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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RB/T 003《有机产品生产中植保类投入品评价》分为两个部分： 

第1部分：技术规范 

第2部分：实施指南 

本部分为RB/T 003的第2部分。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标合信（北京）认证有限公司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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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确保植保类有机投入物评价程序和标准科学、高效、规范化应用于有机农业生产，特制定本指南。 

目前，我国的有机生产标准中规定了有机投入物允许使用清单，但在实际有机农作物种植中，一般

使用商品化的投入物，其中除标准清单里的有效成分外，还有惰性成分，在惰性成分存在的情况下，与

清单单一物质相比，商品化的有机投入物功效、物理性质、化学性质等都会发生变化，因此需要一个明

确的程序评价商品化植保类有机投入物是否适用于有机生产，并为此制定发布了《有机产品生产中植保

类投入品评价 第1部分：技术规范》。 

在实际评价工作中，还需要配套的评价方法和规范化的评价程序才能确保评价活动有效性，为此特

制定《有机产品生产中植保类投入物评价 第2部分：实施指南》。本指南规定了植保类投入物有机符合

性评价的模式、实施流程，可规范商品化植保类有机投入物的评价实施，也可为单一物质加入和移除投

入物列表的评估实施程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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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产品生产中植保类投入物评价 第 2 部分 实施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有机产品生产中植保类投入物评价的依据、模式以及评价过程中的评价委托、评价实

施、结果确定、评价后监督、再评价及异议处理。 

本文件适用于商品化植保类投入物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7980 农药田间药效试验准则 

GB/T 19495 转基因产品检测 

GB/T 19630.1 有机产品第1部分：生产 

GB 2320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106项农残检测标准 

GB/T 31270 化学农药环境安全评价试验准则 

NY/T 1859 农药抗性风险评估 

RB/T 003.1 《有机产品生产中植保类投入品评价 第1部分：技术规范》 

3 评价依据 

有机产品生产中植保类投入物评价依据包括： 

 GB/T 19630《有机产品 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附录C“评估有机生产中使用其

他投入物的准则”。 

 RB/T 003.1《有机产品生产中植保类投入品评价 第1部分：技术规范》。 

4 评价模式 

有机生产中植保类投入物的评价模式为 “文件评审+企业自评+调查问卷+现场检查+抽样检验+评价

后监督”。 

5 评价委托与受理 

5.1 评价委托的提出及受理 

5.1.1 植保类投入物评价委托人自愿委托评价机构进行植保类投入物评价，评价机构受理植保类投入

物评价申请的条件如下： 

——生产企业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应覆盖申请评价的产品，国家、地方或行业有要求时，应具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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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资质； 

——申请评价的投入物的生产和销售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需要登记或备案的投入物应在相关

主管部门完成登记和备案； 

——建立和实施了文件化的投入物生产管理制度； 

——申请评价的投入物应符合质量安全技术标准及规范的要求； 

——申请评价的投入物有效成分应列入国家标准《有机产品》第一部分 生产 附录 A表 A.2中，或

国家认监委在专家评估的基础上公布的有机投入物临时补充列表中； 

——评价委托人及其相关方在五年内未出现产品质量安全重大事故。 

5.1.2 评价机构应规定评价委托人提供所需资料（见资料性附录 A）。 

5.1.3 评价机构应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查，并确认： 

——申请资料是否齐全有效；  

——申请的评价范围是否符合要求；  

——申请组织和投入物是否符合评价申请条件。 

5.1.4 申请资料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评价申请；对不予受理的，应当书面通知评价委托人，并说明

理由。 

6 评价实施 

6.1 文件评审 

在现场检查前，应对评价委托人提交的文件进行评审，确定其与标准、法律法规和认证要求的符合

性，并根据RB/T 003.1表1的判定标准进行打分，评审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a) 投入物的生产销售获得相关许可情况； 

b) 投入物成分表； 

c) 工艺流程、生产台账、生产过程记录是否全面、清晰； 

d) 投入物成分测试报告结果符合性； 

e) 原料采购清单、使用记录、产地和生产工艺、供应商信息； 

f) 企业相关自评报告（见 6.2）； 

g)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环境监测报告； 

h) 原料生产及供应可行性研究报告，野生植物采集许可证明（适用时）； 

i) 化学品安全说明书（MSDS）、毒性试验报告、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6.2 企业自评 

企业自我评估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可替代方法评估； 

b) 产品使用优势评估（至少包含使用效果及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影响等方面的内容）； 

c) 投入物使用对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评估； 

d) 投入物使用对社会公平和公平贸易的影响评估； 

e) 投入物使用对文化、宗教和伦理的影响评估。 

6.3 调查问卷 

检查组分别从消费者、农业生产相关方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角度设计调查问卷，调查消费者对有机

农业生产中使用投入物的态度，并根据RB/T 003.1表1中规定的评价方法和判定标准进行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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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现场检查准备 

6.4.1 根据所申请产品类别，评价机构应委派具有相应能力的检查员组成检查组。宜根据评价申请情

况委派技术专家参加现场检查。 

6.4.2 检查计划 

6.4.2.1 检查组应制定书面的检查计划，检查计划应至少包括文件评审、现场检查、抽样检验、评价后

监督等内容。 

6.4.2.2 检查计划应覆盖所有申请评价产品和生产活动范围。如评价机构有充分证据确认评价委托人生

产相同产品的多个场所进行有效控制（如实施同一个管理体系并统一监控），可以对这些场所进行抽样，

但应制定合理的抽样方案以确保检查的有效性。 

6.4.2.3 现场检查应安排在申请评价的产品正常生产时进行。 

6.4.2.4 变更检查计划时，应及时将变更情况书面通知认证委托人和生产企业，并协商一致。 

6.5 现场检查的实施 

6.5.1 现场检查的依据 

检查组应根据评价依据的要求对评价委托人建立的生产管理制度的符合性进行评审，核实生产、加

工过程与评价委托人所提交的文件的一致性，确认生产、加工过程与评价依据的符合性。 

6.5.2 检查过程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投入物组成成分检查，确认是否列入国家有机投入物允许使用物质清单。 

b) 对原材料的来源和储藏情况进行检查。 

c) 原材料生产过程检查（必要时），确认是否来源于工厂化农场。 

d) 对生产工艺过程进行检查，确认是否为机械处理、物理处理、酶处理或微生物作用处理。 

e) 对生产、加工过程、产品和场所的检查，如生产单元有非有机投入物生产、加工或经营时，也

应关注其对有机投入物生产、加工或经营的可能影响及控制措施。 

f) 投入物生产和使用过程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评估（必要时）。 

g) 投入物使用对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h) 投入物使用对社会公平和公平贸易的影响。 

i) 投入物使用对文化、宗教和伦理的影响。 

j) 对生产、加工、管理和社区人员进行访谈。 

k) 对评价产品的产量和销售量进行汇总和核算。 

l) 对产品追溯体系、包装标识情况、成分测试报告与产品说明书一致性进行评价和验证。 

m) 对内部检查和持续改进进行评估。 

n) 对生产加工环境质量状况进行确认，评估对有机投入物生产、加工存在的潜在风险。 

o) 样品（包括原料和产品）采集。 

p) 对上一年度提出的不符合项采取的纠正和纠正措施进行验证（适用时）。 

q) 检查组在结束检查前，应对检查情况进行总结，向受检查方及认证委托人明确并确认存在的不

符合项，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说明。 

检查组根据RB/T 003.1表1中规定的评价方法及判定标准对现场检查情况进行打分，并在结束检查

前对检查情况进行总结，向受检方及认证委托人确认存在的问题。 

7 抽样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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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样品要求 

7.1.1 抽样原则 

审核员从申请认证单元中选取代表性样品。样品应在工厂生产的产品中（包括生产线、仓库、市场）

随机抽取，并由申请方负责在封样后15天内按认证机构要求将样品送至指定的地点。 

7.1.2 样品数量 

每个认证单元随机抽取2份，抽样量根据检测要求确定。 

7.1.3 样品处置 

试验结束并出具检验报告后，有关试验记录由检测机构保存，样品按委托机构有关要求处置。 

7.2 抽检项目 

7.2.1 检验依据 

7.2.2 检验项目及评价方法 

项目 评价方法 依据标准 

转基因来源 对原材料进行基因测试。 GB/T 19495 

投入物药效试验 根据标准要求进行药效试验，确认投入物病虫害防治效果。 GB/T 17980 

靶标生物的抗性试验 通过特定靶标生物的抗性试验，确认耐药性，必要时，确认投

入物对其他投入物耐药性的影响。 
NY/T 1859 

投入物环境行为试验 通过实验确认投入物在环境介质中的土壤降解、水解、水中光

解、土壤表面光解、淋溶、挥发、水-沉积物的降解、生物富

集等性质。 

GB/T 31270 

对非靶标生物的急慢性

毒性试验 
毒性试验。 GB/T 31270 

典型非靶生物毒性试验 进行典型非靶生物的毒性试验，评估投入物对非靶生物的毒性 GB/T 31270 

投入物对水、土、气的

影响 

实验测定投入物的挥发性、土壤微生物降解性、土壤吸附性、

土壤毒性、光解性、水解性、溶解性，及对土壤或水质pH、盐

度、重金属等方面的影响，推断投入物对水、土、气可能造成

的潜在影响。 

GB/T 31270 

投入物残留 在预期使用的条件下 ，针对预期的施用作物，依据相关标准，

进行残留试验，确认投入物在作物中的残留是否超过了最低限

制。 

GB 23200 

7.3 检测报告 

由评价机构委托具备法定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样品检测，并按规定格式出具检验报告。检测机

构在规定的时间内负责给认证机构、申请人各寄送一份检验报告。 

8 评价结果确定 

8.1 实施文件评审、现场检查、抽样检验等评价活动的人员，不得参与对该项目的评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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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做出评价决定之前，认证机构应确认： 

——产品来源符合投入物使用标准要求； 

——产品生产过程控制符合相关标准、法律法规要求； 

——产品检测符合 RB/T 003.1的要求； 

——针对不符合项的纠正和纠正措施已经得到认证机构验证。 

8.3 评价机构根据 RB/T003.1表 1的判定标准进行评价后汇总评分结果，有机植保类投入物评价最终

结论依据以下要求进行判定： 

——若某一项得分为-2，结论为“不通过”； 

——若得分为-1的指标项超过 6 个，为“不通过”，否则为“通过”； 

——各项得分均为 0或者正值的，为“通过”。 

9 评价后监督 

9.1 一般情况下，通过评价的植保类投入物在一年有效期内不进行监督。若发生以下情况可进行监督

检查： 

——通过评价的投入物出现严重质量、环境和人类健康的问题，或用户提出严重投诉，并查实为制

造商责任的； 

——评价机构有足够理由对投入物与相关标准要求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有足够信息表明生产制造商、生产厂因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管理体系等，从而可能

影响产品一致性时。 

9.2 当需要进行监督检查时，由评价机构向企业发出监督评价的通知，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开展监督评

价工作。 

9.3 企业应当在评价机构发出通知 2个工作日内给予回复配合接受监督检查，如因故不能及时接受监

督检查，企业须向评价机构提出申请并经批准，否则暂停评价证书及标志的使用。 

10 再评价  

10.1 获证组织应至少在有效期结束前 3个月向评价机构提出再评价申请。 

10.2 获证组织的投入物管理体系、加工过程未发生变更时，可适当简化申请评审和文件评审程序。 

11 异议处理 

11.1 任何对植保类有机投入物评价过程和结果有异议的单位和个人，可向政府主管部门提出异议，政

府主管部门根据情况进行调查处理，反馈结果。 

11.2 评价机构按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协助进行相关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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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申请资料清单 

A.1 评价委托人信息 

A.1.1 评价委托人 

a) 评价委托人名称 

b) 邮政地址 

c) 电话号码  

d) 传真号码 

e) E-mail地址  

f) GLN  

g) 组织机构代码/身份证号 

h) 经纬度 

i) 法人代表 

j) 承诺守法诚信，接受评价机构、认证监管等性质执法部门的监督和检查，保证提供材料真实、

执行有机产品标准、技术规范及销售证管理的申明。 

A.1.2 联系人  

a) 姓名 

b) 职务 

c) 邮政地址 

d) 电话号码 

e) 传真号码 

f) E-mail地址 

A.2 生产及相关场所信息 

a) 评价委托人名称，以及产品生产、加工、包装等场所名称（如果不同），土地使用权证明及合

同等 

b) 注册地址 

c) 邮政地址  

d) 邮政编码  

e) 城市 

f) 国家 

g) 电话号码 

h) 传真号码 

i) E-mail地址 

j) Sub-GL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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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组织机构代码证  

l) 南/北纬度和东/西经度 

m) 地理信息。 

A.3 产品信息 

a) 符合农药命名规则的投入物名称及商品名，投入物中有效成分的名称，包括通用名称、国际通

用名称、化学名称； 

b) 产品注册商标证明/注册商标使用授权证明； 

c) 产品生产许可证（国家规定产品）； 

d) 投入物有效成分相关产品国内外登记情况说明； 

e) 产品执行/明示标准（采用国家/行业标准）； 

f) 植保类投入物说明书/产品宣传册； 

g) 产品质量管理文件或符合产品质量保证能力要求的文件； 

h) 申请和获得其他认证评价的情况。 

A.4 生产加工情况 

a) ODM和 OEM企业，应提供双方企业盖章的 ODM或 OEM加工协议书，双方产品名称对照表； 

b) 当评价委托人不是直接从事投入物生产、加工的组织的，应同时提交与直接从事有机投入物的

生产、加工者签订的书面合同的复印件及具体的有机投入物生产、加工者的名称、地址、联系

方式； 

c) 投入物生产的工艺流程图；原材料清单、评价单元内覆盖的系列产品清单、生产单元概述；生

产规模，包括生产能力、产量、加工量等； 

d) 原料生产及供应可行性研究报告，野生植物采集许可证明（适用时）。 

e) 同一生产单元内非申请评价产品和非有机方式生产的产品的基本信息； 

f) 过去三年间的生产、加工历史情况说明材料，如产品种类，数量，主要原材料来源； 

g) 本年度有机投入物生产、加工计划，上一年度销售量、销售额和主要销售市场等； 

h) 投入物生产、加工的管理制度文件以及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文件； 

i) 企业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环境监测报告； 

j) 投入物的测试化验报告：投入物成分测试报告、近三年的药效试验报告、抗性试验报告、理化

性质测定试验报告、农药生产批准证书用途检验报告、环境行为试验报告、生态毒性试验报告、

毒理学试验报告、投入物残留试验报告、作物安全性试验报告、投入物安全数据单（MSDS）等； 

k) 其他相关材料。宜包括生产、加工技术人员资质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