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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暴宏芦晶躍貨/ft流通林准

一部分 思体原興j

一、思則

第一条力か張和規苑銭上流ミ笙菅辻程中国貨化林准 ,

特制定本規苑。

第二条本規茫適用予所有銭上姪菅主体或硝害平合成

事水声品銭上笙菅 功的主体単位。

第 条笙菅主体泣当接照本規たよ事残土姪菅以及流

通不帯,建 林準化的流通体系。鼓励和支持径菅主体釆用

高千或芦干・本規茫要求的水庁品流il技木和管理規苑9鼓励

主体接照凡隆控告1原 只1,光行自行 馳成委托栓始の

第四条姪管主体泣立 或同接参与水庁品流i■ 中的図

貨声品林准化+1度 的告1定 、仇行和修河工作。

二、逸晶緑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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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本身

1.本身属性是否符合用户刚需。

2.满足用户需求。

3.产品在市场上占有率、销售量、预估目前市场容量。

4.产品供应情况是否能满足产品销售上的支持。

5.价格利润,预计可能推广的各种费用。

6.产品的包装设计、产品质量风险评估等是否有权威部

门的检测和认证。

（二）市场竞品数据

1.通过阿里指数、百度指数、热销榜等第三方工具查看

产品类目营销数据和热度,看市场时间和需求。

2.查询该类目该货品前三甲和同水平(销量转化差不多)

的店铺目前货品销量、图片、详情、评价等情况,看产品是

否可能超越同类产品，或者测量该产品的销售量。

3.如果是长期监测的或者通过第三方监测查询货品或

同质化商品的管销周期、价格、质量等维度评估对比,是否

打造优势。

（三）巧测试

1.新品上线前通过自然上架后 3-7 天内流量和转化数，

在不干预情况下。

2.通过把新品分别发给社群、购物车等老用户,看评估

或下单情况，看有没有消费潜力。

3.通过小范围的预定、认筹等方式测试,通过直通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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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展位单一精准少量消费测试,看转化情况。

（四）看渠道

1.产品是否能在全渠道或者用户所在的场景下能够直

接触达,避免禁区或无法推广。

2.预估如果要打这款货品,要通过哪些渠道,每个渠道

成本围绕数据来说,就是高点击、高转化、高效率、高排名、

高利润,性价高等测试。

（五）知识产权

研发自己的生产（采购）上游标准化体系。主体公司要

研发属于自己的知识产权。

三、包装标准

（一）包装基本的要求是箱子内要实不能有空隙，标准

是无晃动声并用力摁箱子的接缝口而不至于胶带脱落，同时

是要考虑到从 2 米高度自然坠地确保不至于损坏。

（二）涉及空运的物品的包装要特别加强，公路运输一

般就 1-2 次装卸，而空运则可能会有 6-7 次的装卸过程。

（三）单件重置不超过 50kg；标杆类货物的单件长度不

得超出 180cm；板类货物长宽相加不得超出 150cm；对于过

小的物品最小包装不能小于运单大小。

（四）严格禁止子母包发运（指 2 个独立的物品通过简

单捆绑、缠绕方式组合到一起成为一件物品）。

（五）一般不怕摔和软质的物品（衣物、包、毛绒玩具）

可以采用塑料袋（快递包装袋）包装方式降低运输成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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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注意封口。

（六）所有的内件物品先用塑料薄膜或塑料纸先做一层

包装。

（七）对于本来带有销售包装的物品，一般商家都已考

虑到运输的风险，可以在外面加包 1 层发泡薄膜后再加 2-3

层牛皮纸并用胶带反复缠绕即可。

（八）自己包装时可以根据内件物品的不同情况选择 3

层或 5 层箱，为了降低成本可以通过团购的方式定制一批不

同规格的纸箱。

（九）对于自己包装的一般物品，可以准备些废旧报纸

撕开揉碎了在箱内做垫充，用海绵或泡沐塑料碎片则更好。

（十）圆桶状物品的外包装不得短于内件，尺寸较长且

易折断的物品应内衬坚实圆棍或硬质塑料的圆桶作为外包

装物。此外，没有严格的按照包装要求的标准做将有可能会

导致得不到赔偿，需要根据不同快递公司规章制度行事。

四、生产者标准

根据《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

见》(国发〔2015〕40 号）、《国务院关于印发促逬大数据

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国发〔2015〕50 号）和《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办发

〔2015〕95 号）针对农副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的要求，通过建

立健全本地区消费品质量安全监管、追溯、召回制度，实现

产品“生产可记录、安全可预警、源头可追溯、流向可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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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可存储、身份可查询、责任可认定，产品可召回”的智

能化质量安全监管和产品身份信息大数据云平台，实现对区

域公用品牌的保护、帮助农产品更好的上行，同时满足汉阴

县政府对于企业行为监管的需求。对生产、销售、餐饮服务

等各环节实施最严格的全过程管理，强化生产经营者主体责

任、完善追溯制度。

（一）将线上销售的区域农产品纳入质量安全追溯监管

云平台，定位“互联网+溯源”模式，加快重要产品质量监

管大数据平台和物联网建设。

（二）本区域包括重要农副产品接入防伪溯源质量保障

体系，实现“一品一码”身份监管，通过产品身份证防伪溯

源功能，逐步建成统一监管、统一认证、统一规范的产品质

量监管体系，为地标性产品、优质产品、知名品牌等重要产

品保驾护航。

（三）树立本区域特色产品原产地品牌统一形象，打击

不法商家滥用特色品牌和外地产品滥竽充数，实现每件优质

产品可追溯、可召回，强化本区域品牌意识，提升品牌影响

力和溢价空间。

（四）搭建重要产品大数据云平台，为政府、企业提供

消费用户数据参考，有利于政府监管和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

平。

第二部分 单体标准

五、通城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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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品：

选用新才收的当年黄精，要求肉蒂饱满，无腐烂。

（二）标准：

袋装为真空和非真空

项目 特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外观

色泽金黄

蒂质清透

气味浓郁

色泽黄润

单颗重量不

低于 500g

蒂肉为暗黄

色，表面褶皱

明显

蒂肉细小，表

面有黑斑

加 工 精 度

（等）
特等 标一 标二 标三

（三）包装：

1.包装袋上标明黄精的品名、等级、产地;

2.生产企业名址、电话;

3.保质期、合格标志；

4.净重；

5.生产日期。

（四）运输

运输工具必须清洁卫生、干燥、防雨、防晒，严禁与有

毒有害和有异味的物品混运。产品不得露天堆放。

产品仓库必须清洁、干燥、通风、无鼠害。产品堆放必

须有垫板，离地 10cm 以上，离墙 20cm 以上。

（五）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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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藏保存、避光、干燥。

（六）售后

七天无理由退换

六、通城火龙果

（一）选品：红心火龙果

（二）标准

1.单颗重：

100 克以下、150 克以下、200 克以上、300 克以上。

2.货品等级：一级、二级、三级。

3.类型：红肉。

（三）包装

纸箱、筐装、袋装、盒装、泡沫、网套

1.包装基本的要求是箱子内要实不能有空隙，标准是无

晃动声并用力摁箱子的接缝口而不至于胶带脱落，同时是要

考虑到从 2 米高度自然坠地确保不至于损坏。

2.涉及空运的物品的包装要特别加强，公路运输一般就

1-2 次装卸，而空运则可能会有 6-7 次的装卸过程。

3.单件重置不超过 10kg；标杆类货物的单件长度不得超

出 80cm；板类货物长宽相加不得超出 50cm；对于过小的物

品最小包装不能小于运单大小。

4.严格禁止子母包发运（指 2 个独立的物品通过简单捆

绑、缠绕方式组合到一起成为一件物品）。

5.可以采用塑料袋（快递包装袋）包装方式降低运输成

https://www.cnhnb.com/p/mht-0-0-0-31_23491-1/
https://www.cnhnb.com/p/mht-0-0-0-31_23492-1/
https://www.cnhnb.com/p/mht-0-0-0-31_23493-1/
https://www.cnhnb.com/p/mht-0-0-0-31_23494-1/
https://www.cnhnb.com/p/mht-0-0-0-152_1495-1/
https://www.cnhnb.com/p/mht-0-0-0-21_1024-1/
https://www.cnhnb.com/p/mht-0-0-0-21_1025-1/
https://www.cnhnb.com/p/mht-0-0-0-21_1026-1/
https://www.cnhnb.com/p/mht-0-0-0-21_1027-1/
https://www.cnhnb.com/p/mht-0-0-0-21_1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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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但是要注意封口。

6.所有的内件物品先用塑料薄膜或塑料纸先做一层包

装。

7.对于本来带有销售包装的物品，一般商家都已考虑到

运输的风险，可以在外面加包 1 层发泡薄膜后再加 2-3 层牛

皮纸并用胶带反复缠绕即可。

8.自己包装时可以根据内件物品的不同情况选择 3层或

5 层箱，为了降低成本可以通过团购的方式定制一批不同规

格的纸箱。

9.对于自己包装的一般物品，可以准备些废旧报纸撕开

揉碎了在箱内做垫充，用海绵或泡沐塑料碎片则更好。

10.圆桶状物品的外包装不得短于内件，尺寸较长且易

折断的物品应内衬坚实圆棍或硬质塑料的圆桶作为外包装

物。此外，没有严格的按照包装要求的标准做将有可能会导

致得不到赔偿，需要根据不同快递公司规章制度行事。

（四）运输：三通一达，有特殊要求发其他快递

（五）售后：坏果包赔售后无忧

1.关于退货:收到坏果，请在签收后 24 小时内联系客服

处理，超过 24 小时不予以处理。

2.关于赔付:因买家地址不详，有误，电话联系不上等

造成的送货延迟导致的水果腐烂变质，不予以赔偿。

3.理赔标准:单价乘以损坏数量，单价计算方法:产品售

价除以总个数=单个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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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意:由于运输颠簸导致果子有小部分破损，按破损

区域酌情理赔，不影响食用的不在理赔范围内。

5.关于损耗:水果在运输途中会有水分蒸发流失，收到

后重量会稍有流失，重量误差 100g 左右为不赔付范围。因

买家地址太偏/快递超/需自提不及时自提，导致派送时间过

长，水果变质，不予理赔，请偏远地区的买家，慎重购买。

6.关于拒收:以快递慢不新鲜不想要等理由单方面拒

收，卖家不承担责任，因个人原因保存不当放置时间过长不

在赔付范围。坏果赔付时请把坏果与快递单号放在一起拍

照，一切需与图片凭证为准、不接受无图片、逾期联系、个

人主观喜好、吃完再拍照过来以味道差、果子外观欠美观等

理由的理赔诉求。

七、通城茶叶

（一）选品

在肥沃土壤上生长的茶树新梢的芽叶、嫩茎,经过加工

制成的,可供直接饮用的,含硒量符合本标准规定范围内的

茶叶。

（二）标准

1.异味。

2.产品应洁净,不应含有非茶类夹杂物。

3.不着色,不添加任何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和香味物

质。

4.茶叶感官品质和理化品质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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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标准、地方标准或企业标准规定的要求。

5.净含量允差。定量包装规格由企业自定。单件定量包

装茶叶的净含属负偏差见表 1。

表 1：净含量负偏差

净含量
负偏差

净含量的百分比(%) g

5g～50g 9 ▬

50g～100g ▬ 4.5

100g～200g 4.5 ▬

200g～300g ▬ 9

300g～500g 3 ▬

500g～1kg ▬ 15

1kg～10kg 1.5 ▬

10kg～15kg ▬ 150

15kg～25kg 1.0 ▬

（三）包装

1.产品包装上应按 NY/T288-2012 规定执行。包装应符

合牢固、整洁、防潮、美观的要求。

2.同批茶叶的包装、箱种、尺寸大小、包装材料净重应

一致。

3.接触茶叶的包装材料应符合食品卫生要求。所有包装

材料应不受杀菌剂、防腐剂、熏蒸剂、杀虫剂等物品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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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二次污染。

4.包装(含大小包装)材料,应是食品级包装材料,主要

有:纸板、聚乙烯(PE)、铝箔复合膜、马口铁茶听、白板纸、

内衬纸及捆扎材料等。

5.包装上的印刷油墨或标签、封签中使用的粘着剂、印

油、墨水等均应无毒。

（四）贮藏

1.茶叶贮藏禁止与化学合成物质接触,严禁与有毒、有

害、有异味，易污染的物品接触。搞好防鼠、防虫、防霉工

作,严禁使用化学合成的杀虫剂、防鼠剂及防霉剂。

2.茶叶仓库应清洁、防潮、避光和无异味,保持通风于

燥,周围环境要清洁卫生,远离污染源。提倡低温保存。

3.入库的茶叶标志和批号系统要清楚、醒目、持久,并

将茶叶分批次、等级、品类分别存放。

（五）运输

1.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干燥、无异味。严禁与有毒、

有害、有异味，易污染的物品混装、混运。

2.装运前应进行茶叶的质量检查,在标签、批号和茶叶

符合的情况下才能运输。填写运输单据,内容正确,项目齐

全。

3.运输应稳固、防潮、防雨、防曝晒。装卸时应轻装轻

卸,防止碰撞或重压。

（六）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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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无理由退货

八、通城豆制品

（一）选品

执行 GB 2711-2014、GB 2711-2014

以通城县麦市镇大豆或杂豆为主要原料，经加工制成的

食品，包括发酵豆制品、非发酵豆制品和大豆蛋白类制品。

通城豆制品香气浓郁，口感丰富。

（二）包装

1.包装要求

包装材料应符合食品卫生要求。内包装应用聚乙烯薄膜

袋(厚度≥0.18mn)，完好、洁净。

2.包装内容

（1）品名、等级、产地;

（2）生产企业名址、电话;

（3）保质期、合格标志；

项目 指 标 检验方法

色泽 具有产品应有的色泽 液体样品取适量试样置

于 50mL 烧杯中，固体样

品取适量试样置于白色

瓷盘中，在自然光下观

察色泽和状态。闻其气

味，用温开水漱口，品

其滋味

滋味、

气味

具有产品应有的滋味和气味，无

异味

状态
具有产品应有的状态，无霉变，

无正常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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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净重；

（5）生产日期。

（三）贮存

1.冷藏豆制品

冷藏豆制品应在-3℃至-5℃下冷藏。冷库应干燥、洁净，

不得与有毒、有异味的物品混放。

2.常温贮藏

常温贮存，库房应通风防潮，垛高不超过 3 米，严禁与

有毒害、有异味的物品混放。

（四）运输

运输途中应防止日晒雨淋，严禁与有毒害、有异味的物

品混运:严禁使用受污染的运输工具装载。冷藏豆制品在运

输途中应保持在 25℃下。

（五）售后

按损坏比例赔偿。

九、通城手工山芋粉丝

（一）选品

选用通城本地特产的新鲜红薯洗净磨成浆后，用细棉布

将红薯浆冲水榨入缸中，待淀粉沉淀下浸 10 多天后，将红

薯淀粉适当比例兑水进行蒸制。等稍冷后就将拉薄的粉皮放

在竹杆上晾干，晾到半干时，再用刀切成粉条，晒干即可。

（二）标准

执行 GB/T 23587-200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2%89%E7%9A%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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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包装

包装上应写明

1.产品及规格

2.配料

3.口感

4.产品包装

5.保质期

6.执行标准

7.生产许可

8.温馨提示

（四）运输

三通一达,发其他快递标明要求

（五）售后

按损坏比例赔偿。

十、通城蜂蜜

（一）选品

选用通城本地养殖的蜜蜂，再将蜜蜂从开花植物的花中

采得的花蜜在蜂巢中经过经过充分酿造而成的天然甜物质。

气味清香浓郁，味道甜美。

（二）标准

执行 GB14963

（三）包装

产品包装上应按 GB14963 规定执行。包装应符合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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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洁、防潮、美观的要求。

（四）运输

三通一达，运输途中应防止日晒雨淋。

（五）售后

按损坏比例赔偿。

十一、通城两头乌

（一）选品

采用纯正华中两头乌生猪为主要原料加工制成的产品,

包括酱卤肉制品类、熏肉类、烧肉类、烤肉类、油炸肉类、

西式火腿类、肉灌肠类、发酵肉制品类、熟肉干制品和其他

熟肉制品。

（二）标准

执行 GB2726—2016

（三）包装

产品真空包装，基本的要求是箱子内要实不能有空隙，

标准是无晃动声并用力摁箱子的接缝口而不至于胶带脱落。

产品包装应按 GB2726 标准执行。

（四）运输

运输工具必须清洁卫生、干燥、防雨、防晒，严禁与有

毒有害和有异味的物品混运。三通一达，有特殊要求发其他

快递。

（五）售后

坏肉包赔售后无忧



十二、 城茶油輝油

(一 )地晶

邁城合用油茶粁油接照工乞分力圧枠油茶粁油、浸出油

茶粁油、水酢法油茶粁油。

(二 )林准

おtイ予GB/T l1765-2018

(三 )包装

1.声 品包装庄接 GB/T17347規定抗行。

2.泡沐包装金,最佳足厚一点的,更有保温、準ゲ妓呆。

3.在包装金中放入近当填充物杵其固定好,升 口丈用肢

帯封好。

(四 )近輸

1.ミ愉中泣注意安全,防止曰晒、雨淋、滲漏、汚染
～

林答脱落。

2.散装近輸庄使用寺用罐キ,保持キ4丙及油罐内 卜的清

浩、工生。不得使用装近辻有毒、有害物廣的キ輌。

3.預包装油茶粁油不得脱高原有包装。

(五 )告 后

若有昇未或者不新鮮包退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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