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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环境管理体系实施指南》 

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农民专业合作社环境管理体系实施指南》是根据 2021年 8月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办公厅关于下达2021年度供销合作社归口

标准体系与行业品牌建设项目计划的通知》（供销厅科社字〔2021〕

33号），项目计划编号为 2021GH-ZD-46，该计划项目由中华全国供

销合作总社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提出并归口。 

（二）协作单位 

本标准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联合山东

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浙江科技学院、

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生态环境部土壤与农业农村

生态环境监管技术中心、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山东建筑大学等单位

共同起草。 

（三）主要工作过程 

标准制定项目任务下达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天津再生资

源研究所联合协作单位组织专家及科研人员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

组，召开专门会议探讨编制任务，制定编制方案与任务分工。编制

组广泛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结合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环境管理体

系的实践和案例，邀请农民专业合作社、环境管理等方面的相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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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专家就标准的任务目标、整体框架和编制思路进行了指导，组

织召开了多次专家研讨会，邀请行业内专家和地方农业部门同志对

标准编制方案进行研讨，在此基础上于 2022年 1月形成了《农民专

业合作社环境管理体系实施指南（征求意见稿）》。具体工作过程

如下： 

（1）资料的收集 

收集了关于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标准、技术规范的最

新版等，主要包括：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20922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农田灌溉用水水质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5246 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 

GB 36195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GB 38400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  

GB 50363 节水灌溉工程技术标准 

GB/T 8321（所有部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T 1605-2001 商品农药采样方法 

GB/T 24004 环境管理体系 通用实施指南；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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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7021.2 合格评定 管理体系审核认证机构要求 第2部分：

环境管理体系审核与认证能力要求 

GB/T 37228 公共安全 应急管理 突发事件响应要求； 

GB/T 23349 肥料中砷、镉、铅、铬、汞生态指标 

GB/T 24004 环境管理体系  通用实施指南 

GB/T 29750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环境管理体系实施指南 

GB/T 17141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 

GB/T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T 7475 水质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556 农药使用环境安全技术导则 

HJ 941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  

HJ 766 固体废物 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法 

HJ 81 蓄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332 食用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 396 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NY/T 2150 农产品产地禁止生产区划分技术指南  

NY/T 1978 肥料汞、砷、镉、铅、铬含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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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2020年 第

7号 

《农用薄膜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工业和信息

化部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令  2020年第4号 

（2）标准的起草 

1）2020年 1 月—2020年 12 月，深入调研分析我国开展农民

专业合作社环境管理工作的必要性、现状和问题，以及美国、英国、

法国等国家合规管理相关标准，完成标准的前期预研和论证工作。 

2）2021 年 1 月—2021 年 7 月，完成资料收集、翻译及分析

研究工作，确立了标准的基本技术内容，形成标准草案。 

3）2021年 8月，标准制定计划下达后，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

明确标准编制的基本思路、主要内容、编写框架结构和计划进度安

排，启动标准编制工作。 

4）2021 年 9 月-11月，召开 2次标准研讨会，针对标准制定

的核心及关键问题进行专家研讨，最终就标准制定的术语、原则、

方向及核心技术内容、结构达成共识，并形成标准工作组讨论初稿。 

5）2021 年 12月，召开标准起草组会议，根据专家建议对标准

的实施运行、产地环境风险管控目标以及附录 A 、附录 B和附录 C

的内容进一步讨论，并达成共识标准工作组讨论修改稿。 

6）2022 年 1 月，召开标准起草组会议，根据专家对标准的实

施运行、产地风险管控目标与附录 A 及附录 C 提出的修改建议，完

善标准工作组讨论稿，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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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原则 

1、以适用性为目标，按照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

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和 GB/T 24004 的要求和规

定编写。 

2、标准起草制定力求技术内容正确无误、文字表达准确规范、

标准结构严谨合理；内容编排清晰条理。 

（二）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18）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GB/T 1.2《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 部分：以 ISO/IEC 标准化

文件为基础的标准化文件起草规则》 

—GB/T 19011《质量和（或）环境管理体系审核指南》 

—GB/T 24001《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004《环境管理体系 通用实施指南》。 

三、主要技术内容 

（一）标准框架 

主要框架结构如下： 

①范围 

②规范性引用文件 

③术语和定义 

④总则 

⑤环境管理体系程序 

⑥环境管理体系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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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保障机制 

⑧附录 

（二）主要内容 

1 范围 

介绍本标准的主要内容以及本标准所适用的领域。本文件给出

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作物种植过程中产地土壤、灌溉水、投入品

等方面环境管理体系实施指南的术语和定义、总则、环境管理模式、

组织、策划、运行、绩效评价和持续改善等。 

本文件适用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作物种植活动中产地土壤、

灌溉水、投入品等方面环境管理体系的实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给出本标准主要参考和引用的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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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20922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农田灌溉用水水质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5246 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 

GB 36195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 7 - 

GB 38400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  

GB 50363 节水灌溉工程技术标准 

GB/T 8321（所有部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T 1605-2001 商品农药采样方法 

GB/T 24004 环境管理体系 通用实施指南；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7021.2 合格评定 管理体系审核认证机构要求 第 2 部

分：环境管理体系审核与认证能力要求 

GB/T 37228 公共安全 应急管理 突发事件响应要求； 

GB/T 23349 肥料中砷、镉、铅、铬、汞生态指标 

GB/T 24004 环境管理体系  通用实施指南 

GB/T 29750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环境管理体系实施指南 

GB/T 17141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 

GB/T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T 7475 水质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556 农药使用环境安全技术导则 

HJ 941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  

HJ 766 固体废物 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法 

HJ 81 蓄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332 食用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 8 -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 396 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NY/T 2150 农产品产地禁止生产区划分技术指南  

NY/T 1978 肥料汞、砷、镉、铅、铬含量的测定 

《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2020年 第

7号 

《农用薄膜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工业和信息

化部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令 2020年第 4号 

3 术语和定义 

为了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环境管理体系实施指南，本章对“农

产品产地、农业投入品、环境因素、污染源识别、污染预防、合规

义务、风险和机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环境管理体

系、土壤有效态汞”等术语进行了定义。 

4 总则 

本章给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环境管理体系模式和成果形式。 

5 环境管理体系程序 

本章详细介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环境管理体系的程序，采取“策

划组织—方针目标—实施运行—绩效评价—持续改进”及全过程信

息公开的方法。    

6 环境管理体系技术要求 

本章介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环境管理体系的具体技术要求，包

括策划组织、方针目标、实施运行、环境绩效评估和改进五个方面。 

6.1策划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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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从以下方面规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体系的要求：一

是成立领导小组，明确最高管理者作用；二是成立工作小组，明确

工作职责；三是确定策划组织的内容；四是制定工作计划；五是对

初始环境进行评审，确定影响组织合规管理体系预期结果能力的内

部和外部因素以及重要因素，确定并理解相关方及其需求，确定合

规管理体系的边界和适用范围。 

6.2方针目标 

环境方针代表组织对环境的整体目标和行动原则，环境方针的

制定应反映组织的价值观及指导原则。环境目标是组织期望实现的

总体环境目的，也是环境方针的具体体现。本标准从以下方面规定

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体系的环境方针和环境目标：一是规定了最

高管理者确定环境方针的要求；二是从污染预控、履行合规义务和

持续改进几个方面规定了环境目标的内容。 

6.3实施运行 

实施运行是执行所做的策划，制定相关流程并有效地运行实施，

以确保组织履行环境管理体系。标准从以下方面对运行的措施作出

了规定：一是开展产地环境调研；二是对产地环境进行评价,划分产

地环境质量等级；三是开展产地环境风险管控，划分产地环境风险

分级；四是实施产地环境质量与风险管控途径；五是对突发状况开

展应急响应。 

6.3.1产地环境调查 

产地环境调查给出了调查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调查范围、调查

内容、调查方法和现状监测等方面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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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调查内容：从生态环境、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和科研院所等

部门，收集调查区有关自然经济状况和环境质量状况相关基础信息、

调查数据和报告资料。其中，自然经济状况资料主要包括 6.3.1.3

中（a）、（b）涉及的内容；污染源状况收集农业污染源、工业污

染源和污染站场；环境质量状况主要收集近 10年内有关土壤环境质

量、农产品质量、灌溉水水质、大气环境质量等资料。要求资料中

出现的数据应为通过计量认证的监测机构出具的数据，或政府主管

部门认可的数据资料。除以上数据来源外，还可通过公开发表的文

献和报告中获取相关资料。 

②调查方法：综合运用资料收集、访谈、座谈、电话、问卷、

现场踏勘、摄像、遥感解译等方法开展调查。综合考虑调查区内农

作物种类、耕作制度、灌溉水来源、主要污染源、污染传播途径、

农业投入品等，对影响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的要素进行点位布设和

样品采集，涉及对象主要包括土壤、农产品、灌溉水、大气和农业

投入品。 

③现状监测：产地环境现状监测应根据种植历史及现状、可能

的土壤污染类型及途径、灌溉用水、投入品及区域环境空气质量，

有针对性地开展监测工作，了解或掌握调查范围内土壤、灌溉用水、

投入品以及农产品的质量现状。 

a)布点方法：土壤布点具体布点技术要求与方法执行 HJ/T166

和 NY/T 395的相关规定；灌溉水监测点位布设方法执行 NY/T 396 中

相关规定；农产品布点尽量与土壤样品点位重合，执行 NY/T 398中

相关条款；投入品应保证同批次同类产品进行抽检份样数不少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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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样品采集：产地土壤样品采集 NY/T 395中 4.4条款；灌溉水

样品采集执行 NY/T 396 中相关规定； 投入品（农药、肥料、土地

调理剂）的采样应根据具体作业情况，原则上产地相同的同一种投

入品同批次取样监测一次。肥料和土地调理剂（固态）抽样方法参

照 GB 21633执行；农药抽样方法参考 GB/T 1605，液态土地调理剂

参照执行。  

c) 监测项目、测定方法与环境标准：产地土壤、灌溉水、投入

品和农产品的监测项目为执行环境标准中全部或部分项目，同时还

应差异化考虑个别有毒重金属的风险识别与有效态监测，包括水田

的镉、产地土壤的铅和砷的风险调查监测和土壤有效态汞、生物可

利用砷的监测。 

土壤监测项目为 GB 15618全部项目及有效态汞，除有效态汞外

按照 GB 15618 及《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土壤样品分析测试方法

技术规定》（环办土壤函〔2017〕号）的有关要求进行测定；有效

态汞测定按附录 B进行。 

灌溉水主要测试 GB5084 中的 pH 及镉、汞、砷、铅、铬、铜、

锌、镍，GB5084中的其余项目为选测，按照 GB5084进行测定；农产

品产地土壤中有效态汞的测定采用原子荧光法。 

农业投入品主要测试 pH及镉、汞、砷、铅、铬，选择项目为铜、

锌、镍，肥料分析测试方法参照 GB/T 23349进行。 

6.3.2产地环境评价 

目前，关于产地环境综合评价尚没有通用的方法，常用的有代

表性的评价方法主要是单因子指数法，在环境质量评价中被经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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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其次是综合指数法。其它有关方法，如层次分析法、主成分

分析法等评价法主要限于科学研究。 

从简单、科学，评价结果不易受主观因素影响，且从严控制环

境影响角度考虑，本标准采用单因子指数法与综合指数法来评价产

地环境质量。环境质量是受到诸多单项因素的制约，整个环境的质

量，不是由环境诸因素的平均状态所决定，而是受环境诸因素中那

个与最优状态差距最大的因素所控制。也就是说，环境质量的好坏，

取决于诸因素中处于“最低状态”那个因素，不能用其余处于优良

状态的环境因素去代替和弥补；这就是所谓的“最小限制因子定律”。

若有一项监测项目超标，将会影响农产品的质量。因此，在农产品

产地环境质量分级的划定，主要依据单项质量指数。当区域内环境

质量作为一个整体与外区域进行比较或与历史资料进行整体比较

时，可应用各环境要素质量指数评价。所定的超标等级，经对其所

影响的植物和环境状况的监测，若没有问题，可允许种植该种农作

物。 

因此，标准规定：产地土壤、灌溉用水和投入品的监测项目中

污染物 i满足标准限值要求，即 Pi≤1.0，认为污染物 i达标，所有

监测项目均达标，认定为产地环境质量达标；如各环境要素中任意

一项监测项目中污染物 i浓度超出标准限值要求，即 Pi>1.0，认定

为产地环境质量不达标。 

6.3.3产地环境风险管控 

产地环境风险是在产地环境质量类别划分的基础上，再具体研

判，某一产地的土壤、灌溉水、投入品、农产品的污染物超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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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下一步风险管控与修复提供依据。本章从环境风险管控要求、风

险管控目标、重金属污染源识别、风险等级和风险管控原则与要求

五个方面进行风险管控。 

6.3.4产地环境质量与风险管控途径 

本章从污染源减量与管控、产地土壤污染控制、产地种植活动

污染排放管理三个方面提出了产地环境质量与风险管控的途径。 

（1）污染源减量与管控 

针对农作物种植过程中的产地土壤污染“源头管控未引起足够

重视”“农田安全利用存在困难”等突出问题，应推进土壤污染防

治工程的源头治理、精准治理与综合治理，从“防”和“治”两个

角度入手解决土壤污染问题。土壤污染防治的重点在于源头防范，

应推动土壤环境管理从末端治理向源头预防的转变，预防和控制产

生新污染。为此，本部分提出水肥管控、农药管控、农用薄膜污染

控制、畜禽养殖污染控制、生活污染源头减量预防、工业污染源头

减量预防等污染源减量与管控措施，从源头控制产地土壤污染。 

①水肥管控 

针对灌溉水和肥料的质量，标准给出了应满足的相关产品标准

和环境标准，对有毒有害物质提出了限量要求，并提供相应的试验

方法和检验规则等。 

在田间管理方面，标准提出推广利用节水灌溉技术，并规定灌

溉水用量应满足《 节水灌溉工程技术标准》（GB 50363）相关规定，

鼓励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肥料的类型和用量直接影响土壤环境状

况，为了既满足施肥效果又减轻对土壤的危害，标准给出了肥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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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与用量应满足的相关标准要求。同时鼓励增施有机肥，推广微生

物肥料，减少化肥使用量。 

污灌是指利用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或混合污水进行农田灌溉，

长期的污水灌溉造成的农用地土壤污染，直接威胁农产品安全。因

此，标准提出对污水灌溉区应加强监测，出现明显污染情况下应及

时调整种植结构或更换灌溉水源，污染严重时应划定禁产区或降级

使用或进行土壤修复，严格控制污灌水对土壤、地下水和农产品的

污染。 

②农药管控 

根据“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植保方针，采取农业防治、生物

防治、合理用药、保护天敌等综合性的防治措施，来消除病虫的危

害。综合防治一般以农业防治为基础，生物防治为重点，综合使用

农药。应根据土壤类型、作物生长特性、生态环境、气候特征及病

虫草害发生情况，合理选择农药品种，科学控制农药使用量、使用

频率、使用周期，减少进入土壤、水体的农药总量，不宜使用剧毒

农药、持久性类农药，减少使用高毒农药、长残留农药，鼓励使用

安全、高效、环保的农药。标准首先对农药的质量提出要求，其次

对农药的使用规范、施用要求分别提出具体的标准要求，同时要求

产地农产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应满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2763）的相关规定。 

③农用薄膜污染控制 

残留农膜对土壤性状具有重要影响,如破坏土壤结构、阻碍作物

根系对水肥的吸收和生长发育，降低土壤的肥力水平，危害作物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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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长发育并造成农作物减产。标准从农膜的选用、覆膜、回收利

用等方面对农用薄膜污染控制进行了规定。首先对农膜的选用，标

准提出选用的农膜应具有安全性、适用性、经济性的特点，鼓励与

推广使用天然纤维制品替代塑料农膜，减少增塑剂、降解剂对环境

的影响；提倡选用厚度不小于 0.008mm、耐老化、低毒性或无毒性、

可降解的树脂农膜。其次，标准提出应优化覆膜技术，推广膜侧栽

培技术、适时揭膜技术，降低连续覆盖年限。 

对于废旧膜的回收和利用，标准提出鼓励废旧膜的回收和再加

工利用，在手工操作的基础上，合理采用清膜机械。结合回收地膜

再生加工技术，开发深加工产品，促进废旧膜回收。 

④畜禽养殖污染控制 

畜禽养殖污染排放对产地土壤环境的污染也是不容忽视的，标

准从畜禽养殖场及粪污处理设施的建设、畜禽污水排放、畜禽粪便

堆肥等方面对畜禽养殖污染控制进行了规定。 

在畜禽养殖场及粪污处理设施的建设方面，《畜禽养殖业污染

防治技术规范》（HJ/T 81）规定了畜禽养殖产生的污染物的处置技

术，《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GB/T 36195）规定了畜禽

养殖场粪便、污水贮存及处理设施的建设技术要求,因此标准提出畜

禽养殖场应按照《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GB/T 36195）

的要求建立粪便、污水贮存及处理设施,废弃物控制应符合《畜禽养

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 81）和《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 18596）的规定。 

在畜禽污水控制方面，标准提出畜禽污水作为灌溉用水排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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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前，应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净化处理，其下游最近灌溉取水点的水

质应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的相关要求，畜禽粪便

堆肥处理技术应符合《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GB/T 25246）的

相关规定。为了更好的掌握畜禽养殖粪污排放情况，标准提出畜禽

养殖场应记录废弃物处理方法，记录处理后产品及排放物的检测指

标及去向，建立档案并长期保存。 

⑤生活污染源头减量预防 

考虑到目前农村的实际情况，生活污废水、生活垃圾、人类排

泄物会进入土壤，因此标准对这类生活污染源的减量预防进行了规

定。标准规定，利用生活污废水作为灌溉水源时，应经过净化处理，

并应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农田灌溉用水水质》（GB 20922）的要求；生活垃圾若用于肥料，

应经检测符合相应标准后使用，或采取堆肥化处理、厌氧发酵技术

等制取合格肥料产品后使用。人类排泄物用于肥料用途时，禁止直

接施用，应采取堆肥化处理、厌氧发酵技术等制取合格肥料产品后

使用。 

⑥工业污染源头减量预防 

工业活动产生的废气、烟尘等，以气态形式进入大气环境中，

并经过自然沉降分别以辐射状、漏斗状向周围土壤扩散。临近工业

区周围的环境问题尤其严重，土壤质量逐步下降、区域农业环境严

重恶化、人类健康不断受到威胁。考虑到环境风险等级的不同，为

了更好的对工业污染进行源头减量预防，标准给出了不同环境风险

等级的农用地应采取的控制对策，对于处于环境风险等级为Ⅰ、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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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用地，周边 1km 禁止新增工业污染源，对于在产企业，污染较

重的且对该地块具有潜在迁移污染影响的应强制搬迁，污染可以接

受的要求严格管控工业污染物排放。对于因周边工业排放导致的产

地环境风险处于Ⅳ、Ⅴ级的情况，严格控制工业排放的不利影响。 

（2）产地土壤污染控制 

本部分从科学耕作、加强土壤污染监测、土壤调节、严控外源

性投入品的污染等方面提出了产地土壤污染控制的相关要求。 

①科学耕作 

耕作制度不同，化肥的投入量及水分管理方式也会不同，从而

对土壤造成的污染也不尽相同，为了优化耕作制度，标准提出改变

高强度利用和不合理的耕作方式，对产地土壤进行科学耕作，保持

土壤生态系统的健康，充分利用土壤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功能，减

缓或防止地力退化。 

②加强土壤污染监测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开展土壤污染调查，掌握

土壤环境质量状况，监测数据是科学评价环境质量、摸清底数、实

现土壤环境分级分区管理、保障环境安全与公众健康的基础，科学

实施“土十条”依赖于全面、准确的土壤环境监测。因此，标准提

出应对产地土壤、灌溉水和投入品建立常规监测制度，包括制定监

测计划、委托监测单位、监测信息披露等，并与当地生态环境部门

的网格化管理进行联动。 

③土壤调节 

土壤调理剂具有改良土壤质地与结构、提高土壤保水供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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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土壤酸碱度、改良盐碱土、改良土壤的养分供应状况、修复重

金属污染土壤等作用，因此标准提出利用成熟适用的土壤调理技术

改善土壤质量。 

④严控外源性投入品的污染 

外源性投入品的使用对土壤环境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标准提

出应严格控制农药、肥料的污染物输入，尽可能使用有机肥料和绿

色农药；同时按照《农药合理使用准则》（GB/T 8321）、《农药使

用环境安全技术导则》（HJ 556）和《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NY/T 

496）的要求科学施用。 

（3）产地种植活动污染排放管理 

本部分从农药包装废弃物、废弃农膜、农业秸秆等方面对产地

种植活动污染排放管理进行了规定。 

①农药包装废弃物管控 

我国农药包装废弃物量大面广，基本未得到回收处理，随意丢

弃在田间地头、沟渠河道，危害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农药包装

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规定了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体系建设，

农药生产、经营、使用者回收义务，以及回收台账建立、农药包装

物要求等内容，同时对农药包装废弃物的贮存、运输、资源化利用、

回收处理等提出了要求。因此，标准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对产地

环境使用的农药包装废弃物按照《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

法》的要求进行管理。属于危险废物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应按照《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6）和《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

制标准》（GB 18484）等要求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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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废弃农膜 

为了防治农用薄膜污染，加强农用薄膜监督管理，保护和改善

农业生态环境，2020 年农业农村部通过并公示了《农用薄膜管理办

法》，对农膜的生产、销售和使用，回收和再利用等方面进行了规

定，因此标准提出，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对产地环境使用的废弃农膜

按照《农用薄膜管理办法》的要求进行管理。 

③农业秸秆 

为贯彻落实中央绿色发展要求，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

促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农业农村部组织遴选了东北高寒区玉米

秸秆深翻养地、西北干旱区棉秆深翻还田等秸秆农用十大模式。因

此标准提出，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产地的秸秆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业农村部《关于推介发布秸秆农用十大模式的通知》中的模式进

行管理。 

6.3.5应急管理 

依据生态环境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部令 第34号），

《环境管理体系 通用实施指南》GB/T 24004-2017 等文件指导，参

考企业应急预案实例，对应急管理部分进行编制。 

本部分给出了突发环境事件情景和应急响应。 

突发环境事件情景部分根据环境识别和事件树与故障树相结合

的方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突发环境事件出现的类型进行了预估。 

应急响应部分给出农民专业合作社针对识别出的可能存在的紧

急情况和事故，应制定应急预案，并准备必要的应急物资和开展应

急演练。并给出了应急预案应关注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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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环境绩效评估 

本文件的“环境绩效评估”规定了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绩效评估

原则、监视-测量-分析、合规性评价、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等技术

要求内容。评估原则包括了规范性、全面性、可量化的原则。监视-

测量-分析包括了监视内容、测量指标（包括环境质量指标、运行绩

效指标和管理绩效指标）和分析的技术要求。合规性评价包括定期

评价对使用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的遵守情况，履行遵守法律法规及

其他要求的承诺,并应保存该评价结果的记录等技术要求。内部评审

和管理评审包括了评审要求、记录保存和审核内容等技术要求。 

6.5改进 

本文件的“改进”规定了环境管理体系不符合识别与纠正措施

和持续改进等技术要求内容。 

7 保障机制 

本文件的“保障体系”规定了环境管理体系政策保障、科技保

障、人员保障、意识保障、信息保障、管理保障和社会保障等技术

要求内容。 

四、采用国际标准与国内先进标准情况及对比情况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没有查询到相应的国际、国内标准，因此

没有采标。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标准框架结构和相关术语定义参考

了标准化工作导则的第 1 部分和第 2 部分以及《质量和（或）环境

管理体系审核指南》、《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和《环境

管理体系 通用实施指南》的最新版本。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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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国家现行法律法

规和《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2018）、《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2005）、肥料中有毒

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GB 38400-2019）等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

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 

八、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

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标准实施的主体，为确保其准确理解、掌握

和执行标准，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环境管理能力和效率，标准发布

后将向标准实施主体进行推广和宣贯，推动标准的落地实施。建议

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组织，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天津再生

资源研究所、山东大学等相关单位提供技术支持。标准实施主体结

合国家和部门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等文件进行应用实

施，并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改进的建议反馈起草组，以便对

标准进行修订完善。 

预计此项工作需要 1个月的时间，因此建议过渡期是 1个月。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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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起草组         

                     2022 年 2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