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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是在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集合农业全要素和全过程，形成的一种
新型标准体系，是保障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本文从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对农业标准化的
需求入手，结合我国当前形势，分析了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明确了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的
内涵和构建原则，初步构建了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三层框架，最后提出了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的实施路径和对
策建议。研究认为，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的建设重点应从开展全产业重要标准制定 / 修订、加强全产业标准化人才建设、
创新全产业标准化服务模式、推进全产业标准的国际化、支持全产业团体标准建设 5 个方面推进。为保障现代农业全产业链
标准体系战略的顺利实施，本文从建立统筹协调的工作机制、强化农业标准化应用示范、开展农业标准化效果评价、健全农
业标准化监督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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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hole industrial chain standards system of modern agriculture is a new standards system that is guided by market
demand and integrates all production factors and the entire production process of agriculture; it is develope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agricultural supply-side reforms in China and has become a cornerstone fo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agriculture. In this article, we first summarize the demand for the whole industrial chain standards system and
analyze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standards system. Subsequently, we explo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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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 and guidelines of the standards system and propose a three-tier framework for this system. Furthermore, a development
path and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Specificall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hole industrial chain standards system should focus
on five aspects: formulation and revision of key standards, cultivation of standardization personnel, innov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standardization service mod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y standards, and establishment of industry associations’ standards.
Moreover, to construct the whole industrial chain standards system, China should establish a coordinated working mechanism,
strengthen demonstrations, conduct effect evaluation of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improve its supervision system.
Keywords: modern agriculture; whole industrial chain; standards system; standardization service

一、前言

构建农业全产业链模式不仅可以有效促进农业产业
化升级，还会提升农业对其他产业和农户收入的辐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指导

射带动效应 [2]，尤其是以农业龙头企业为核心的

农业农村工作发展的一项政策，农业农村标准化工

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对进一步形成企业新的价值

作是其题中之义，因此，加快建立和健全现代农业

链和盈利模式、拓展农民创业就业空间以及推进

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成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

食品质量安全均具有重要意义 [3]。通过对比发现，

措。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依托乡村特

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全产业链经营模式在带动农户

色优势资源，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把产业链主体留

参与标准化方面要优于政府开展的公益性技术示范

在县城，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加快健全

推广模式 [4]。因此，为更好发挥现代农业全产业

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

链的综合效益，除处理好产业与食物、产业与生物

体按照国家标准生产，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标准“领

的关系外 [5]，还要注重产业实践的探索，充分发

跑者”。在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

挥核心试验站、区域示范站、技术推广站的“三站

农业产业融合不断加深、农产品消费日益升级的背

链合”整体效应 [6]。结合我国当前农业供给侧结

景下，加快健全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是补

构性改革的目标和方向，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

齐农业标准供应短板、破解农业高质量发展技术难

系建设应从完善农业全产业链安全标准体系、健全

题的现实需要，是适应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新需求、

农业全产业链质量保障标准体系、构建农业全产业

建设农业标准体系新格局的重要战略方向。深入开

链交易协同标准体系、构建农业全产业链基础配套

展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构建与对策研究，对

标准体系等方面着力实施 [7]。

推动我国农业标准化管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研究较多从微观层面分析现代农业全产

我国农业全产业链的形成是改革开放以来农业

业链的价值、模式、机制等，但从宏观战略层面

产业化不断深化的结果。2009 年，中粮集团有限公

对现代农业全产业链的整体分析还有所欠缺。本

司首次提出农业全产业链的概念；2017 年，农业农

文拟从农业全产业链与农业标准体系的关系入手，

村部办公厅、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联合印发《关

分析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的内涵与特征、

于推进农业全产业链开发创新示范工作的通知》，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重点分析现代农业全产业链

将农业全产业链建设作为重要示范工程来推进；

标准体系的主攻方向、体系框架和实施路径，最

2020 年，受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冲击，世界

后提出对策建议。

经济严重衰退，致使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为此，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确保产业链供应链自主

二、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体系的需求分析

可控和安全稳定，这为农业全产业链的发展指明了
方向；2020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支持各地立足
资源优势，打造各具特色的农业全产业链，形成有
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全产业链模式的打造 [1]。

（一）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建设方面
构建“创新引领、要素协同、链条完整、竞争
力强”的产业体系，需要围绕农业产业的全过程、
全要素、各类主体等进行分析，开展农业标准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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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建立能够贯穿产业链起始一体化使用并能够对
农业发展实时响应更新的全产业标准体系。
（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方面

三、 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面临的机遇
与挑战
（一）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发展的机遇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对农业标准化的需求主要体

一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现代农业全产

现在质量提升方面，即对先进技术标准、质量控制

业链标准体系的发展带来了内生动力。农业产业兴

标准以及综合管理标准等高水平标准的需求。需要

旺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础，是促进农民脱贫增收

相关标准发挥“保基本，筑底线”的作用，通过制

的关键所在，要实现产业兴旺，离不开现代农业全

定和实施优质标准，形成质量硬约束，淘汰落后产

产业链标准体系的支撑和引导。“十九大”报告提

能，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引导实现农产品“优

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

质优价”的市场竞争环境，激发农业企业质量提升

向；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和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新发
展阶段下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

中高端消费对标准化的需求主要体现在高质量

出了总体部署；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 年）》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第一个五年工作作

和个性化两个方面。在高质量方面，需要建设形成

出了具体部署。这一系列顶层设计为现代农业全

健全协调、规范统一的质量分级标准化体系，用先

产业链标准体系的发展释放了政策空间，奠定了

进的标准促进产业转型和质量升级，使农产品更加

制度基础。

（三）中高端消费方面

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并迈向中高端；在个性化

二是我国积极推进农业标准国际化建设，标准

方面，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与企业主体作用，构

互联互通取得实效。我国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

建特色农产品标准体系，结合各地的优势特色农产

系在国际化方面有着广阔发展前景，对我国构建国

品，研判细分市场发展趋势，开展标准化工作。

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2015—2020 年，我国先后

（四）新业态新模式方面

出台了《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5—
2017）》和《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

围绕农业机械化、智能化、自动化等生产方式， （2018—2020 年）》两项计划，通过与柬埔寨、老
技成果，推动工厂化农业、循环农业、设施农业等

挝、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显
著提升了我国在农业标准化领域的影响力 [8]。同

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大规模应用，构建新型标准体系。

时，我国实质性参与国际标准化的活动能力不断提

鼓励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

升，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农业标准化发展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运用标准化手段，提升农业生

经验，采用较先进的科技成果发展我国现代农业全

产效率，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农产品附加值。

产业链标准化，发挥后发优势，促进我国现代农业

积极应用基因工程、生物技术等现代农业生产的科

全产业链标准体系不断完善。尤其是在新型冠状病
（五）科技创新方面
我国的农业产业链研发环节严重缺失，亟需通
过标准化工作提前锁定并跟踪先进科研重大项目，

毒肺炎疫情期间，我国不断加强农业全产业链自主
化建设能力，积极建立支撑农业产业链转型升级的
完整标准体系。

加强对科研工作的协调，明确农业新兴科技标准化
需求，形成良好的标准化工作布局和规划。同时， （二）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面临的挑战
通过科研创新过程同步、建立特别通道和特殊机制

一是高质量的农业标准供给与农业全产业链建

等，加强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另外，标准

设的现实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失衡。我国当前小农

化通过推动农业科技新成果产业化，加强科技与农

户分散经营的现状以及农业标准体系建设过程中面

业产业的联系，利用价值创造来激励农业科技创新

临的农业标准制定 / 修订机制不健全、农业标准供

的不断发展。

给质量待提高、农业标准与产业协同性不强等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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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制约了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的发展。

面，不再局限于政府主导下的单一治理模式，而是

目前我国政府主导制定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已经超过 3 万项，基本形成了覆盖农、林、牧、

形成了政府引导制定标准与市场自主制定标准协同

渔等各行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的标准体系，

保基本，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侧重于提高产品和服

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发挥了

务质量，有效支撑统一市场体系建设，促进农业农

重要作用，但依然难以满足农业产业的发展需求。

村经济发展。

发展的局面，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侧重于保安全、

二是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为我国现代农业全产
业链标准体系建设带来了严峻考验。目前，中美贸
易摩擦升级，世界正处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

（二）标准体系的构建原则
1. 市场驱动，政府引导

威胁之下，全球经济严重衰退，全球供应链、产业

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注重采用市场驱动

链、价值链受到重创，面临重构。在当前复杂的国

和政府引导并重的发展模式。在市场驱动方面，通

际形势下，各产业转型升级进程减缓，标准体系支

过深化标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市场主体的标

撑作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与我国高速铁

准化主体地位，鼓励更多的优质农业企业、社会团

路、家用电器、移动通信等其他产业领域的国际标

体参与制定国家标准，增加国家标准的有效供给；

准化综合能力相比，农业领域的国际标准化影响力

加快培育和壮大团体标准，扩大团体标准在整个国

还远远不够。我国在农业标准的国际化理念建设、

家标准化体系中的比重，不断提升团体标准的品质，

与国际标准接轨、参与国际农业标准化活动、主导

尽快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团体标准；鼓励企

关键农业技术标准国际化等方面，与一些先进发达

业将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积累、市场经验、管理流

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在我国已经提出和重点
参与的 500 多项国际标准中，主要集中于冶金、有

程加以提炼集成，通过研发和采用高水平的标准，

色、船舶、海洋、轻工、纺织、机械装备、节能环
保等领域，涉及农业领域的国际标准依然很少 [9]。

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
在政府引导方面，充分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市
场化是一把双刃剑，若缺乏必要的调节和约束，会
造成标准的缺失，产生低效的标准。政府的引导作

四、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的内涵与
构建

用在以下几方面不能缺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
法》中规定的应当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技术要求，
特别是农产品安全的约束性要求；急需“补短板”

（一）标准体系的内涵
农业全产业链是指由农资供应与采购、农产品

的农业领域，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农产品品牌化、
农产品质量分级等；基础通用类技术要求和农业基

生产、农产品仓储与物流、农产品加工与深加工、

础设施建设等，如术语、图形符号、农田水利、农

品牌建立与营销、农产品销售等多个环节组成的完
整的产业链系统 [10]。

业气象等。
2. 科技创新，标准同步

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是对农业全产业链

标准的研制应与技术创新同步，领先于农业产

的延伸和拓展，是在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应

业发展。具体来看，推行市场驱动下的技术创新、

现代农业发展所需，应标准体系改革之势，所提出

标准研制、产业同步推进机制，实现标准同步甚至

的一个全新的概念。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注重农

领先于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及时将先进适用的科

产品生产过程的同时，更加突出农业生产全过程的

技创新成果纳入农业技术标准，提升农业标准技术

标准化建设。

水平；将农业标准嵌入科技研发过程，缩短新技术、

与传统农业标准体系不同，现代农业全产业链

新工艺、新材料标准研制周期，加快科技成果应用

标准体系将农业全产业链分为安全、质量、服务、
支撑 4 个维度，覆盖农业生产、加工、流通过程的

步伐；允许技术领先的企业在农业标准的制定中拥

全要素和农产品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标准体系

业技术发展的平均水平，体现标准对农业技术进步

层次更加清晰，标准体系更加健全。在主体构建方

和产业升级的推荐性价值，引领农业产业发展；面

有更大的话语权，实现标准制定适度领先于农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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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科技前沿，促进农业转基因技术、新一代信
息技术、智能服务等在农业产业中的应用，超前布
局农业标准化工作，同步部署技术研发、标准研制
与产业推广，推动新技术应用于农业产业。
3. 质量变革，效率优先
质量与效益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农业全产业链

（三）标准体系框架
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可分为 3 个层次
（见
图 1）。第一个层次包括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安全标准
子体系、现代农业全产业链质量标准子体系、现代
农业全产业链服务标准子体系、现代农业全产业链

标准体系的首要考核指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支撑标准子体系；第二个层次包括现代农业全产业
链标准 4 个子体系所涵盖标准的主要服务方向和领

动力变革、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转型等都需要

域；第三个层次包括种植业、林草业、畜牧业、渔

通过高标准进行评估。因此，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

业等应用行业的标准。其中，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安

准体系的建设要加快推动标准建设从数量型向质量

全、支撑标准子体系主要涉及安全和基础，以政府

型转变，注重综合标准的作用和标准的实际效果；

主导制定为主、市场主导制定为辅，标准属性包括

更加突出产业融合特征，通过推进不同性质、不同

强制性国家标准、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

层级标准之间的协调配套，提升标准体系的系统性，

方标准和团体标准。现代农业全产业链质量、服务

形成技术指标先进科学、构建严密的技术制度体系。
4. 生态文明，绿色发展

标准子体系主要涉及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以市场

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服务于我国农业高
质量发展，农业高质量发展要以农产品安全为基准。

主导制定为主、政府主导制定为辅，标准属性包括
强制性国家标准、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和团体标准。

要根本解决农产品的安全问题，必须遵循自然生态
规律。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是在生态友好的

五、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的实施路径

前提下构建的现代农业标准体系，是充分考虑质量
提升与绿色发展、市场效益与绿色发展之间关系后
形成的一种新型标准体系。
5. 开放合作，互通兼容

（一）发展目标
围绕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绿
色生态可持续等重点领域，支持各类标准化技术机

农业标准国际化是未来我国农业标准化工作的

构、科研院校、社会团体、农业经营主体等广泛参

外在表现形式。将国际标准列为优先，一旦有标准

与标准研制，着力构建全要素、全链条、多层次的

制定需求，首先考虑制定国际标准，在国际标准不

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体系，有效支撑现代农业

能满足国内需求时，考虑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建设，建立适用于

地方标准、团体标准或企业标准。我国农业标准化
技术组织要与国际接轨，将国际标准化工作放在重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体系。
到 2025 年，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更加完善，

要位置，形成国际国内标准化一体化工作模式，争

标准实施更加有效，基础能力有效提升，国际化水

取各项工作国内国际同步，建立国际和国内农业标

平明显提高。逐渐形成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安全、质

准项目同步提出、立项、研制的工作机制，推动

量、支撑标准体系的稳固基础，重点提升能力水平；

制定和发布已有农业标准的外文版，推动制定更

建立和完善农业标准示范推广体系，结合各地特色

多我国主导的农业国际标准。同时，大力推动我

和优势，加强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建设，强化标准

国农业标准化专家从国内转向国际，推荐更多懂

集成应用，提升示范项目建设质量；大力发展现代

外语、技术能力强的复合型专家成为国际工作组

农业全产业链服务领域标准化工作；组织农业标准

专家，争取参与和主导制定更多的农业标准，促
进农业标准国际化。另外，推动中国农业标准“走

化技术服务机构开展标准指标验证等标准化服务。
到 2035 年，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体系基本完

出去”，针对东盟、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善，标准覆盖率明显提升，标准供给质量基本满足

联合研制国际标准、开展标准比对分析、建设海

农业发展需要，支撑保障和引领作用更加凸显。完

外农业标准化示范区等，为“一带一路”建设贡

善农业标准实施监督、信息反馈和实施效果评价机

献中国智慧。

制，进一步加强农业标准示范推广体系建设，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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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质量

支撑

其他支撑

农业可持续评价

农业气象

耕地质量分级

水利基础设施

农田基础设施

农业质量基础

农业经营服务

农业金融服务

农业信息化服务

畜牧业

农产品流通服务

动植物疫病防控

农产品质量监管服务

农业生产服务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林草业

农资供应商服务

其他农产品质量

农产品包装配送

农产品加工

农产品贮藏保鲜

农产品质量分级

特色农产品质量

种质种苗

良好农业操作规范

其他安全标准

农业生态修复与保护

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治理

动植物疫病防控

农业转基因安全评价

重金属残留

农业投入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

兽药残留

农药残留

种植业

服务

渔业

图 1  现代农业全产业标准体系框架

农业标准实施应用报告制度；建立农业标准化教育

标准化复合型人才建设。建立专业人才队伍体系，

和培训体系，组建农业标准化人才队伍和技术组织，

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设立农业农村标准化科研

推动标准与科研协同发展；完善农业标准化服务体

机构和学科，开展学历、学位教育，培养农业农村

系，提高农业生态服务能力，加强农业标准化对“一

标准化专业人才和国际型人才；鼓励涉农科研院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服务力度，鼓励实质性参与国

所、高等院校设立农业农村标准化课程，普及农业

际标准化活动。

农村标准化知识，如在高等院校开设标准化专业或
课程，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强企事业单位应用型

（二）建设重点

标准化人才队伍建设，将标准化列入专业技术人员

1. 开展全产业重要标准制定 / 修订

培训内容，试行将标准制定、修订及标准科研成果

落实标准体系建设，制定 / 修订重要急需标准，

等列入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价体系。

保证标准供给。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目

建立实用人才培训体系，打造一批人员培训的

标，以农业投入品质量安全保障、动植物疫病防控、

专业平台，实施新型职业农民标准技能提升行动，

农产品质量分级、农产品流通与农资供应管理评价、

提升农业农村标准化人员队伍的业务素养和专业技

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机械等为重点，开展农业全

能。加快培育并发展农业农村标准中介服务组织机

产业链安全、质量、服务、支撑标准研制。加强地

构和具备专业技术、标准化知识的农业农村标准化

方优质、特色、绿色农产品标准研制，开展农产品

推广队伍；培养农业农村标准化管理和技术人才，

品牌培育、评价与保护标准制定 / 修订，增加标准

推广农业农村标准化的先进理念和方法，提高农业

有效供给，为品牌培育奠定基础。积极运用大数据、

生产经营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对深入农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和农产品电商等新模式，推进循

业农村一线人员开展标准化服务的科研、教学人员

环农业、智慧农业、休闲农业等标准化建设。

给予政策支持；系统组织标准化培训活动，提高业

2. 加强全产业标准化人才建设

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培养一批农业农村标准化工作

加强标准化通识教育、标准国际化人才培育、

的专家和骨干，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能学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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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标准、讲标准、用标准。
3. 创新全产业标准化服务模式

社会发展规划，进一步完善统一管理、分工负责的
工作体制，发挥标准化协调机制作用，强化农业农

培育发展标准化服务业，大力扶持标准化技术

村标准化工作，统筹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农业农村

机构、科研院校、技术推广机构和标准化服务组织

标准化主管部门履行协调和监督职责，制定标准化

等积极开展农业农村标准化服务。组织农业农村标

工作年度计划；农业农村各有关部门要高度认识标

准化技术机构、行业协会、科研机构、产业联盟等，

准化工作的重要性，健全工作机制，协同推进。

建立农业农村标准化区域服务与推广平台，积极开
展标准制定 / 修订、标准指标验证、农业标准示范

（二）强化农业标准化应用示范

推广、标准宣贯培训、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农产

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主体作用和农

品品牌评价、产品质量追溯等服务。充分发挥“互
联网 + 标准”的创新驱动作用，强化对国内外农业

民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等的积极作用，调动广大

标准的收集整理和数据挖掘，构建国家农业标准大
数据集成应用服务平台。
4. 推进全产业标准的国际化

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积极性，深入推广以标
准为纽带和基础的“企业 + 基地 + 农户”的农业农
村标准化示范推广模式，实现农业农村标准化示范
推广的主体多元化和形式多样化。加大政府推动和

深度参与农业农村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标准

引导力度，建立完善农业标准示范推广体系，围绕

的制定 / 修订，积极争取国际标准化组织技术机构

农产品生产加工、农业机械化、农业信息化、农产

的工作机会。围绕农业全产业链、乡村治理、农业

品流通、农产品品牌建设、生态农业、一二三产业

农村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开展中外标准比对分析研

融合等重点内容，结合产业特色和地方优势，加强

究，提高农业农村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程度，

农业农村标准化示范、良好农业规范试点、园艺作

推动重要农业农村标准中文、外文版同步制定，以

物标准园、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水产健康养殖

标准的软联通，加速农产品国际贸易的互通；探索

示范场、林业标准化示范、农产品出口食品质量安

建立中外农业农村标准化合作机制，推进农业农村

全示范区、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农产品品牌

标准互认，加快中外农业农村标准体系相互兼容；

示范区、农产品流通体系标准化试点等标准化示范

实施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积极开展农

项目建设，强化标准集成应用，提升示范项目建设

业农村标准化海外示范区创建，推动中国农业农村

质量，发挥示范项目的辐射、带动和引领作用。

标准在东盟、中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推广
应用。
5. 支持全产业团体标准建设
鼓励和支持本区域具备相应能力的行业学会、

（三）开展农业标准化效果评价
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构建科学合理的农业标
准化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定性评价和定

协会、商会、联合会等社会组织和产业技术联盟协

量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加强对农业标准实施情

调本区域规模生产主体，提高农产品质量，提升农

况的审评、监督、检查，适时开展农业标准化战略

业服务水平，以促进优势特色农产品“走出去”为

规划实施的效果评估和监督检查。跟踪分析实施进

突破口，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充分借鉴国际标准和

展，明确影响农业标准实施效果的关键控制点和亟

国内先进标准，鼓励制定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团体

待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并根据外部因素和内部条

标准，增加区域内农业农村团体标准的高效供给。

件变化，进行中长期评估和调整优化，提高农业标
准化战略规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六、对策建议
（四）健全农业标准化监督体系
（一）建立统筹协调的工作机制
加强跨部委、跨部门的协同合作，整体推进标

健全以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为主要形式的强制
性标准监督机制，保证强制性农业标准严格执行。

准化战略实施的组织保障工作。建议各级政府将农

建议建立标准符合性检测、监督抽查、认证评价等

业农村标准化战略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和本地区经济

推荐性标准监督机制，强化推荐性农业农村标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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