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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想要知道物体平直与否，一定要依靠水准墨线来检测；想

要知道物体方圆与否，必须借助圆规矩尺来测量。喻指做人做

事要遵循一定的标准、规则。

                                                               ——吕不韦《吕氏春

秋》



 书同文：语言文字的统一。

   行同伦：衣食住行、风俗习

惯和信仰等的相对统一。

   车同轨：战国时期各国车辆

形制不一，秦始皇统一全国后，

定车宽以六尺为制，一车可通

行全国，并相应地修建驰道，

均宽五十步，类似现代高速公

路，这样就使出行更便捷、更

高效。    

引言



       

       

引言



       

风筝标志（产品质量和安全标志）

      1903年，英国工程标准委员会用“风筝标志”

来表示符合尺寸标准的铁道钢轨。成为第一个有

意识地进行标准化认证的国家。人们不再需要每

次去测量一件产品的尺寸，甚至忘记了具体的数

字也没关系，只要看到这个标志，就能确信这是

符合标准的。

引言



认证

       采用“风筝标志”认证，在国际上享有很

高的声誉，受英国的影响，其他国家也开始采

用“认证”，为了避免像战国时期各个国家车

辆和道路形制不一的问题，就有了1946年的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全称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促进

了工业标准的国际间协调和统一。

引言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
      1946年10月14日，来自中、英、美、法、

苏共25个国家的代表会聚伦敦，创建了国际标

准化组织—ISO。

引言

10月14日被选定为世界标准日。



“标准”无处不在

       小到油盐酱醋，大到企业管

理、进出口贸易，在经济社会高

度发展的今天，标准已经全面融

入到我们的生产和生活。

      标准是质量的基础，也是经济

和社会活动的技术依据，是规矩

和准则。

       标准化则是通过制订、发布

和实施标准，以获得最佳秩序和

社会效益。

引言



引言

      标准是规范市场经济客体的“法律”，具有

鲜明的法律属性。

       标准的本质是统一，它是对重复性事物和概

念的统一规定。

        标准的任务是规范，它的调整对象是各种

各样的市场经济客体。

       它和法律法规一起，好比车之二轮，鸟之两

翼，共同保障着市场经济有效、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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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积极实施标准化

战略，以标准助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

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他还强调，标准

决定质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

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谁制定标准，谁就拥

有话语权；谁掌握标准，谁就占据制高点。



国家高度重视



国家高度重视

标准作为全球唯一能彼

此听得懂的共同语言，在世

界充满不确定性的今天，标

准必将在中国和全球高质量

发展的路上起到不可估量的

重要作用。



       

      实现高质量生活，需要高质量标准。2020年以

来，一批批全新的国家标准走进我们的生活，众多

民生领域的标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为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非常时期，标准为各行各业有序运转提供了

丈量的“尺子”。



       领导重视

1

消费市场需要

2

行业管理需要 

3

标准体系需要

4



国家高度重视



       

    畜牧业标准化是促进畜牧业结构调整和

产业化发展的重要技术基础；是规范畜牧

业生产、提高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保障

消费安全、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

措施；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桥梁和纽带；

是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协调发展的重要

保障；也是现代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标志。

    

畜禽规模养殖

减抗替抗



       

现代畜禽种业：   保护  创新 监管





       

 推进第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需要



标准化是什么

                                                                    

标准化建设需要龙头企业引领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当今市场流传着一
种“既定法则”：
三流企业做产品
二流企业做品牌
一流企业做标准



引言

     标准包括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

准。而国家标准、国际标准并不绝对代

表了最高标准，最高的标准，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企业。

                                                               

标准化建设需要龙头企业引领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标准化是什么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原主席张晓刚曾

说：“数字世界当中的规则不是由物理世界

来界定的，而是由标准制定的。未来的数

字经济发展中，如果不能成为标准的主持

者，就只能被动执行别人制定规则的游戏。

因为数字技术标准的主导者一定是技术的

引领者，一定是市场的控制者。”

                                                               

标准化建设需要龙头企业引领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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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标准体系基本框架已成形



畜牧业标准体系基本框架已成形

01

03

0402

05

06



       

畜牧业标准体系初步构建

关键领域
有标可依



 

畜牧业标准体系初步构建

畜禽遗传资源调查技术规范 第1部分：
总则（GB/T 27534.1）、
畜禽品种标准编制导则 猪
（GB/T 36189）...

荣昌猪（GB/T 7223）... 种猪生产性能一技术规程
（NY/T 822）...

牛冷冻精液（GB 4143）、
山羊冷冻精液（GB 20557）、
种猪常温精液（GB 23238）、
牛胚胎检测技术规程（NY/T 1674）...

猪人工授精技术规程（NY/T 636）、
牛冷冻精液生产技术规程（NY/T 1234）、
牛胚胎移植技术规程（NY/T 1572）...



1

养殖环境标准
畜禽环境术语（GB/T 19525.1)
规模猪场环境参数及环境管理（GB/T 
17824.3）...

2

畜禽场建设和圈舍设计标准
规模猪场建设（GB/T 17824.1）
标准化养殖场蛋鸡（NY/T 2664）...

3

饲养和环境调控设备标准
家畜用耳标及固定器（NY/T 534）
牛羊用采精器（NY/T 530)...

畜牧业标准体系初步构建



       

生产
规范化

A

A

B

B

B

黄羽肉鸡营养需要量（NY/T 3645）
猪饲养标准（NY/T 65）
奶牛饲养标准（NT/T 34）...

发酵床养殖技术规程（NY/T3048)
舍饲肉羊饲养管理技术规范（NY/T3052）...

畜牧业标准体系初步构建



分级标准（5项）
猪肉等级规格（NY/T 1759）...

产品标准（7项）
羔羊肉（NY/T 1165）...

加工贮运标准（4项）
牛胴体及鲜肉分割（GB/T 27643）...

检测标准（40项）
畜禽肉质的测定（NY/T 1333）...

畜牧业标准体系初步构建



标准推广应用逐步深入



标准推广应用逐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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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标准及配套标准进企业推介活动：如
《种猪常温精液》、《牛冷冻精液》......

标准编写导则和编制规划系列标准的培训
如：GB/T1.1、GB/T 20001系列等

生猪、奶牛、肉牛、肉羊、肉鸡、蛋鸡、中
蜂等标准化养殖场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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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引领作用

标准制定流程
＊标准有一套规定的格式和

发布程序

       标准是法律文件和技术文
件的结合，有固定的格式和
规定的程序。
    规定的格式：按照GB/T 1.1                 
－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标准以科学、技术和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

   技术标准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社会产品的桥梁和纽带，科技创新是提
升标准水平的手段和动力，两者互为支撑，密不可分。



＊标准是一种规范性的文件
   标准的载体可以是纸张、光盘；也可以是实物（标样）。



新标准体系

国家标准

标准国家队

 标准社会队

强制性标准 国家标准

推荐性标准 

政
府
主
导
制
定

市
场
自
主
制
定

企业标准自主制定

团体标准社团制定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



标准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引领作用

Ø ※ 地方标准是我国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二条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 团体标准 企业标准



标准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引领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十三条
《重庆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第七条

       为满足地方自然条件、风俗习惯等特殊技术要求，可

以制定地方标准。

Ø 地方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标准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引领作用

《重庆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第八条

Ø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标准制定的规则要求
Ø有利于科学合理利用资源
Ø不得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
Ø做到有关标准之间的协调配套
Ø制定地方标准应积极采用国内外先进标准    



标准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引领作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布的地方标准，仅在

其行政区域范围内适用。



       

• 编制计划

• 组织起草

• 技术审查

• 批准、编号、发布

• 备案

• 复审



 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督管理处
 标准化管理处

重庆市畜牧兽医

标准化技术会员会



       

《重庆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第十条：

    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

国家有关规定，于每年10月向社会公开征集下一年度地方标

准立项建议。



       

征集计划—审核汇总—立项评审—下达计划

Ø 重庆市地方标准网上申报系统：重庆市

智慧市场监管一体化平台—地方标准信

息公开  

http://db.cqis.cn/General/Home



    

地方标准草稿（讨论稿）

地方标准征求意见稿

地方标准送审稿

调查分析、试验、论证

多种方式征求意见

标准文本、编制说明、征求意见汇
总表、技术审查申请



p  技术初审

p  专家审查

审查材料的完整性，标准技术路线的科
学性，标准技术内容的合理性、可操作
性，以及其他技术性内容。

地方标准的科学性、准确性、可操作性，
与有关标准的协调一致性，以及技术初
审意见、意见分歧处理情况等。



01
02

03
04

05
组织单位

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专家组构成

标准管理、教学科研、设计生产、检
验检测、经营使用、 技术管理、法
律法规等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专家组成，
人数为不少于7人及以上的单数。成
员不得为起草单位人员。

专家基本要求

原则上应具有副高及以
上技术职称或行政副处
及以上职务

会议材料

标准文本、编制说明、征求
意见情况、标准涉及的有关
标准文本及支撑材料等

审查会主要内容
成立专家组，听取起草
情况汇报，审查标准文
本、编制说明，专家组
表决并形成审查结论等



批准、编号、发布
地方标准报批稿

地方
标准
报批
表

地方
标准
文本

征求
意见
汇总
处理
表

           各一式三份

编制
说明

审查
纪要

专家
签字
表决
表



批准、编号、发布

地方标准正式文本



标准化对服务业发展的引领作用

ü 向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上报备案。

ü复审周期不超过5年。

             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本部门、本行业地方标准复审周期届

满前6个月内完成地方标准复审。



       

标准



       

标准的
要素

必备要素

可选要素

封面、前言、名称、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核心技术要素

除上述7个要素之外的所有要素



       

文件名称

文件代号

文件层次

编号和被代
替文件编号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发布机构

ICS号
中国标准文献分类号

必备要素



       

常见问题：

1.名称中“标准”二字错误使用；

2.缺少ICS和CCS号；

3.“DB50”漏写“50”。

必备要素



国际标准分类法（ICS）
代码 名称 说明

65.020.01 农业和林业综合

65.020.30 动物饲养和繁殖
包括卫生检查：

兽医学

65.040.10
家畜建筑物、装置和设

备
包括挤奶机

65.120 饲料

65.140 养蜂
包括养蜂设备
和装置；蜂蜜

67.120
肉、肉制品和其他动物

类食品

67.120.01 动物制品综合

67.120.10 肉和肉制品

67.120.20 家禽和蛋

67.100 奶和奶制品

名称
农业和林业综合

动物饲养和繁殖

家畜建筑物、装置和设
备

饲料

养蜂

肉、肉制品和其他动物
类食品

动物制品综合

肉和肉制品

家禽和蛋

奶和奶制品

中国标准文献分类法（中标分类CCS）

代码 名称 类 注释
B 农业、林业

B40/49 畜牧 B

B20 粮食、饲料作物综合 B20/29 术语、符号、代号、取样方法、分析方法、运输贮存等。

B21 种籽与育种 B20/29 品种、选种等。牧草种子入此。

B25 饲料作物 B20/29 牧草、青饲料等。

B40 畜牧综合 B40/49 术语、符号、分析方法等。草原、草场标准入此。

B42 兽药与畜牧、兽医用器械 B40/49

B43 家畜、家禽 B40/49 畜禽饲养繁殖技术、品种、种畜、种禽等。

B44 饲养动物 B40/49
药用动物、食用动物、科学试验用动物、经济动物、观
赏动物等。

B45 畜、禽产品 B40/49 饲养、野生畜禽的原毛、生皮、鬃、肠衣等。

B46 畜禽饲料与添加剂 B40/49 各种配合、混合饲料及添加剂（鱼、磷、钙粉等）。

B47 养蜂、养蚕 B40/49 养蜂、养蚕技术，初加工产品、以及器具等。

B92 畜牧、家禽机械与设备 B90/99 饲养、禽畜、畜产品采集、加工等机械。

B93 农副产品与饲料加工机械 B90/99

名称
农业、林业

畜牧
粮食、饲料作物综合

种籽与育种
饲料作物
畜牧综合

兽药与畜牧、兽医用器
械

家畜、家禽

饲养动物

畜、禽产品
畜禽饲料与添加剂

养蜂、养蚕
畜牧、家禽机械与设备
农副产品与饲料加工机

械

必备要素



常见问题：

1.将“目次”表述为“目录”；
2.目次内容不完整。包括漏编附录、
附录标题不完整、漏编前言、引言；
3.目次中标题与正文中标题不一致。

可选要素



       

必备要素



常见问题：

1.概述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2.标准起草单位的规范性全称有误，或使用了起草单位的简称；

3.表述不规范（本标准、本规范、本指南）。

必备要素



       

ü分为部分文件的每个部分，或者文件的某些内容涉及了

专利，均应设置引言。

ü在引言中通常给出下列背景信息：

     ——编制文件的原因、编制目的、分为部分的原因及各部分

之间的关系；

     ——文件技术内容的特殊信息或说明；

     ——已识别出的专利说明。

注：
u引言中不应给出要求
u引言中不应包含“范围”一章的内容

可选要素



两句话
——本文件规定了……（阐述标准中“有什么”）；

——本文件适用于……（阐述标准能“有什么用”）；

本部分应注意的问题：

   1）不应给出要求、指示、推荐、允许型条款。

   2）本章内容要简洁、完整。要涵盖“标准化

对象”及“标准的适用性”两方面的内容。必要

时还可指出标准不适用的界限。

   3）不要将编制说明或引言中的内容写到本章

中。（如：标准编写的背景、目的、意义等）

必备要素



       

      

必备要素



       

必备要素

引导语：



规范性引用文件

u注意被规范性引用文件的排列顺序

u注意起草文件时不应规范性引用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

政策性文件，也不应普遍性要求符合法规或政策性文件的条款

u注意不应引用不能公开获得的文件

u已被代替或废止的文件

        1.被引用文件排序错误；

              2.引用其他省市地方标准；

                 3.引用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4.将参考使用的标准也列入其中。

常见问题：

文件清单： 规范性引用文件一览表：

1.国家标准（含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

2.行业标准

3.地方标准（仅适用于地方标准的编写）

4.国内有关文件

5.国际标准

6.其他国际标准以及其他国际有关文件

必备要素



术语和定义

由引导语和术语条目构成：
Ø引导语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如果仅该要素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时）；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如果仅其他文件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时）；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如果其他文件以及该要素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
时）。

       文件中至少使用两次；
       专业的使用者在不同语境中理解不一致；
       尚无定义或需要改写已有定义；
       属于文件的范围所覆盖领域中的术语。
       如跨领域，则不宜在本章中列出，建议在      
标准的条文中说明其含义，不宜界定其他领域
的术语和定义，以免被其他标准引用。 

必备要素

需定义术语的选择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原文抄录示例 抄录修改示例

必备要素



       

u 每个术语条目应包括的内容：

u 条目编号、术语、英文对应词、定义

u 对抄录的其他文件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应在抄录的术语条目之下准确地标明来
源。

u 当需要修改所抄录的术语中的定义时，
应在标明来源处予以指明。

必备要素



1.在定义中重复术语；

2.用代词代指（如：它是…，是指…，称为…，指…）；

3.循环定义（用术语定义术语）；

4.在术语和定义中包含要求；

5.未标明抄录或修改的术语和定义的来源。

常见问题：

必备要素



       

    部分、章、条、段、列项
分别为：

层次划分



1、部分：根据标准化对象的不
同方面把一项标准分为不同部分
制定。

2、章：标准内容划分的基本单
元，每章都有编号，用阿拉伯数
字从“1”开始编，一直连续到
附录之前。

层次划分



层次划分

    3、条：对章的细分，用阿拉伯数字
加下脚点的方式，每两个层次之间加下脚
点（7.1、7.1 .1、7.1 .1 .1）一直可划
分到第五层次。

  4、段：对章或条的细分。无编号。



       

核心技术要素

在标准中要尽量避

免出现“悬置段”

层次划分



       

核心技术要素

列项：段的一个子层次，

可在章或条的任意段出
现。

层次划分



       

核心技术要素

1、列项由引导语和被引出的并列的各项组成。

常见问题：

1.没有引导语，直接引出并列各项内容；

2.编号格式错误。

2、引导语后是句号的，引出的各并列项跟句号；
    引导语后是冒号的，引出的各并列项后跟分后或逗号。

3、列项的最后一项均由句号结束。

4、列项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分项，但不宜超过两个层次。

层次划分



       

核心技术要素

附录：
1、附录用来承接和安置不便在正文、前言或引
言中表述的内容。

2、附录分为规范性附录和资料性附录。

3、附录位于正文之后、参考文献之前。附录的
顺序取决于其被移作附录之前所处位置的前后
顺序。

常见问题：

1.附录性质错误；
2.附录编号顺序错误；
3.附录与标准正文之间没有关联性。



       

可选要素参考文献  索引



       

1、项目来源
2、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3、编制过程
4、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5、一般说明
6、技术指标的确定和依据
7、标准水平
8、与有关的现行法律、
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9、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10、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1、标准实施的意见 

编制说明的主要内容

根据每个阶段，所对应的标准

文本进行编制说明。

（如：征求意见稿—送审

稿—报批稿）



       



感谢聆听，请批评指导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