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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及范围
为规范本公司日本有机产品的检查认证活动，根据《日本农业标准》（Japanese
Agriculture Standard，以下简称 JAS）及行业法律法规等制定本方案。在整个认证过程
中，北京爱科赛尔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心”）仅涉及申请阶段的沟通、认证
材料的收集传递、现场检查、初版认证决定的签发和整改。
2.从事日本有机产品检查工作需要满足的条件
公司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规定的基本条件和从事日本有机产品
检查的技术能力。
3.检查人员要求
中心参与有机产品检查的有：合同评审人员、检查员、认证决定人员。
检查员应经过 ECOCERT 集团相应人员的培训及实习并在 ECOCERT 集团进行注
册，且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认证及认证培训、咨询人员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取得相应的执业注册资质，并经本机构进行能力评价合格后，方可进行日本有
机产品的现场检查。
4.检查依据
《日本有机农产品生产标准》（Japanese Agricultural Standard for Organic Plants）
《 日 本 有 机 农 产 品 加 工 食 品 标 准 》（ Japanese Agricultural Standard for Organic
Processed Foods）
5.检查程序
5.1 检查申请
5.1.1 申请者应具备以下条件：
（1）取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有关机构注册登记的法人资格；
（2）已取得相关法规规定的行政许可（适用时）；
（3）生产、加工的产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安全卫生标准和有关
规范的要求；
5.1.2 根据申请者申请产品类型，申请者应向认证机构提交不同类性的文件，至少包括申
请表、申请者的资质文件及相关的证明材料。
5.2 申请受理
5.2.1 申请评审
对符合申请要求的申请者，中心将评审申请者提供的申请材料并给出评审意见和结
论。
5.2.3 申请评审处理
对于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日本有机产品检查要求的，予以受理申请。对不予受理的，
通过中心通知申请者，并向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5.3 现场检查准备与实施
5.3.1 中心委派具有相应资质和能力的检查员组成检查组，现场检查前将检查日期、检查
组成员信息发给申请者进行确认，确认无误后向检查组下达任务书。申请者不得指定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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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员。如检查计划发生变化，需要说明详细原因。
对同一申请者的同一生产单元不能连续 3 年以上（含 3 年）委派同一检查员实施检查。
5.3.2 下达检查任务
合同评审人员在检查前应向检查组下达检查任务书，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申请者的联系方式、地址等；
（2）检查依据，包括依据标准、检查实施规则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3）检查组成员，检查的时间要求；
5.3.3

检查计划

5.3.3.1 检查组根据任务书及相关的申请材料，与申请者沟通后，制定检查计划，并发
给申请者进行沟通确认。
5.3.3.2 应对生产单元的全部生产活动范围逐一进行现场检查，非生产或加工场所进行二
次分装/分割的，也应进行现场检查，以保证检查投入物产品检查的完整性。
5.3.4 检查实施
根据检查依据要求对申请者/生产者/加工者的管理体系进行现场检查，具体要求如下：
5.3.4.1 首次现场会议
到达检查现场之后，检查员与所有的有机操作管理人员召开一次检查前的现场会议。首
次现场会议的内容主要包括：
1） 检查组长宣布首次会议开始，向申请者说明检查组受中心委托完成这次检查。
2） 检查组长介绍首次会议内容和检查组成员。首次会议内容包括申请者参会人员与公
司基本情况介绍，本次检查的检查目的、范围、依据、方法的介绍，检查计划的确认，
不符合项分类的介绍，检查结论介绍，检查组保密性承诺、申请者陪同人员确认和末次
会议时间等。
3） 请申请者介绍公司参会人员和公司基本情况。如果公司最高负责人未参加会议，需
要指定人员代表其参加，检查组请现场确认最高负责人代表。
4） 检查组长介绍本次检查的目的、范围、依据和检查方法，与申请者确认检查计划。
检查目的：公司有机生产的符合性。
检查范围：包括检查的产品种类、生产加工过程和生产加工基地等；
检查依据：JAS、日本有机产品检查实施方案以及申请者的规定、操作规程等。
5） 检查组长介绍不符合项的种类：严重不符合与一般不符合。严重不符合包括但不限
于：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发生严重事故；加工过程使用了禁用物质或者受到禁用物质
污染的；产品检测发现存在禁用物质的；申请认证的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相关法规和（或）
标准强制要求的等等。
6） 保密性承诺与公正性承诺：检查组承诺，不泄露检查中获得的申请者的任何信息与
技术秘密；在检查中，不介入申请者的人事安排与工作安排，不介入申请者利益冲突。
检查组成员出示保密协议与利益冲突声明，并交申请者确认。
7） 陪同人员安排：确定申请者的陪同人员，陪同人员要起到联络、协调和见证的作用。
8） 确认末次会议的时间。
5.3.4.2 现场检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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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对文件审核外，检查员还要现场确认这些文件以及其他有机相关文件制定和实施
的真实有效性。现场检查是评估有机管理体系有效性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基地农户，管
理人员、操作者等的访谈来验证申请者提供的文件记录等是不是在有机操作中真正进行
了贯彻实施。
现场检查对象：
1）检查范围
对于申请产品涉及的所有单元设施逐一进行现场检查。需在非生产、加工场所进行二次
分装/分割的，也应对二次分装/分割的场所进行现场检查，以保证认证产品的完整性。
2）文件
包括农场、加工厂周围环境，以确认其对有机生产的风险及申请者采取措施的有效性，
是否存在平行生产，有机与非有机生产隔离措施的有效性；
3）人员
通过对申请者至少主要管理人员、质量负责人、操作者、仓库保管人员等进行访问，
对于 JAS 标准，还要对生产过程管理人员，达规判定人员进行访谈，判断生产过程人员
和达规判定人员对有机标准的理解、有机管理体系的掌握和实施、有机生产加工等活动
与标准的符合性等；人员的访问应单独进行访问，尤其是对于操作者的访问应避开其所
属领导，便于工人能够提供更为真实详细的信息，访问人员不低于 3 人。 需要注意生
产过程管理负责人和达规判定负责人必须接受参加 ECOCERT 的培训班，并合格。对于
非负责人岗位的生产过程管理人员和达规判定人员，可以接受责任者的培训。
生产过程管理人员及达规判定人员要求：
人数：1 人以上(根据生产规模、实际需要设置必要人数)
资格：
毕业的学校

毕业后进行农业生产的指导、工作或调查研究的年数/
毕业后进行食品、饲料制造及加工的指导经验、工作经
验或调查研究的年数

大学或专科学校
（农业相关）

１年

高中或中专

２年

其他

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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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取样与分析
在现场检查过程中，检查员必须考虑产品的取样问题。根据标准的要求，在检查过
程中如果对有机操作有任何怀疑，可以取样检测；必要时根据指定的样品采集与分析程
序进行取样，样品应送到与公司签订检测分包合同的实验室。允许使用物质的残留量应
符合相关法规、标准的规定。
5）投入物的审核
对于JAS生产标准，需要关注肥料及土壤改良剂，防控植物病虫害的物质，真菌菌
丝培养使用物质，化学药剂（参考《日本有机农产品生产标准》附表1-附表3）的使用。
对于JAS加工标准，除了有机成分之外，还需要关注整个加工过程的加工助剂和添加剂
的使用（参考《日本有机农产品加工标准》附表1-附表2）；
6）检查中其他需要注意的内容
a）对认证产品的产量与销售量的汇总核算；
b）对产品和认证标志追溯体系、包装标识情况的评价和验证；
c）对上一年度提出的不符合项采取的纠正和/或纠正措施进行验证(适用时)。
d）需要检查的农场管理记录：
1. 农田的所在地（申请书的内容，农田图，农田列表等）
2. 栽培作物的种类（申请书的内容，内部规程的吻合性，
）
3. 栽培面积（农田列表）
4. 农作日期及农作内容（每种作物，每个地块的栽培记录等）
5. 使用种苗的名称及使用量（购买记录及相关证明材料）
6. 使用肥料，农药的名称及使用量（购买记录及相关证明材料，使用记录）
7. 使用的机械及工具的名称及管理方法（清洗方法及清洗记录等）
8. 收获后的管理（内部管理规程的完整性，收获后的流程，管理记录，保管场所的
防虫防鼠等）
f）需要检查的加工厂管理记录：
1. 生产设施的配置（申请书的内容，工厂配置图，防虫防鼠等）
2. 加工食品的种类，制造日，制造内容，原材料，配合比例（申请书的内容，内部
规程的吻合性，原材料证书，生产记录的完备性，JIPP 的确切性等）
3. 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称及使用量（添加剂的有关证明材料，使用记录，JIPP）
4. 使用机械及工具的名称及管理方法（清洗方法，清洗记录等）
5. 制造，加工，包装，保管等过程的管理方法（加工记录的完备性，加工流程的吻
合性）
5.3.4.3 高管层沟通会议
在现场检查结束后，末次会议召开前，检查员应先与公司高管层交流此次检查的情况，
其主要目的如下：
1)

充分交流、消除检查中的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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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检查发现、确定不符合项，以确保末次会议的顺利进行；

3)

巩固和加强与申请者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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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4 末次现场会议
检查组完成现场检查，在检查结束之前，必须对检查情况进行总结向受检查方及申请者
明确并确认存在的不符合项，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说明。
参加首次会议的人员和参与现场检查的人员须到场参加末次会议。末次会议应该包括下
面的内容：
1)

感谢申请者对本次检查认证给予的合作与支持；

2)

如果公司最高负责人未参加会议，需指定人员代表其参加，检查组现场确认最高负

责人代表；
3)

检查组长重申保密性承诺与公正性承诺；

4)

检查组长重申本次检查的检查目的、检查范围、检查依据和检查方法；

5)

检查组长重申检查结论与不符合项的种类；

6)

肯定操作者在有机操作中所作的工作，并指出其中偏离的情况以及可能导致的结果，

申请者负责提出整改措施，检查员将这些信息添加到不符合项中；不符合项部分由申请
者代表和检查员签字；
7)

要求申请者提供相关附件的副本以便提供给认证人员签发认证决定；

8)

要求申请者在检查报告所有需要签字的部分签字确认；

5.3.5 检查报告
检查组应使用公司最新版本的检查报告，并在检查结束 10 天内向中心提交检查报告及
相关的附件材料。
6.认证评审
中心的认证人员会对检查组提交的检查报告及相关附件材料进行初步评审，并签发
JAS 认证决定（含不符合项），由中心传递给申请者进行整改，整改材料符合要求后，
中心将所有的材料传递到 Ecocert 集团进行审核，审核没有问题时，ECOCERT 集团签
发认证证书。若出现了严重影响认证结果的不符合项，将给出不予认证的认证结论，将
不签发认证证书。
7.再申请
获得检查通过的企业应至少在证书有效期结束前至少 1 个月向中心提出再申请，管
理体系、生产和加工过程未发生变更，可适当简化申请检查程序。
8.再检查
中心应当根据 JAS 标准的要求在上一次检查结束之后的 12 个月内进行再检查。 检
查的内容与初次检查的流程内容均一致，不得简化。
9.再认证评审
再认证评审的过程由中心和 Ecocert 集团配合完成，与初次的认证评审流程一致，
未进行简化或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