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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DBS61/ 0002—2021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秦岭绿茶》 

修 订 说 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地方标准的修订工作任务来源于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办公室《关于印发<2019-2020 年度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修

订项目计划>的通知》（陕卫办食品函〔2019〕290 号）。 

本标准的修订工作，是由商洛市茶叶协会牵头，陕西省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商洛市供销合作社、商洛市茶叶

研究所、商洛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商洛市食品安全检测

中心、商南县茶叶联营公司、商洛市秦岭泉茗茶业有限公司

共同完成的。 

（二）工作过程 

1、组建标准编制组 

接到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2019-2020年度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陕卫办食品函〔2019〕290 号）后，陕西省商洛市茶叶协

会联合陕西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于 2019年 8 月组建

了《陕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秦岭绿茶》修订工作组。 

2、制定《标准修订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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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标准修订工作组后，修订组于 2019年 8月制定了《标

准修订工作计划》，其中明确了标准修订单位组成，成立了标

准修订工作领导小组，并明确了机构职能和标准修订工作组

人员分工、工作进度及要求、项目经费使用管理办法等，确

保了标准编制工作的顺利完成、预期目标的实现和项目经费

使用上的规范、合理、有效和节俭。 

3、起草《陕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秦岭绿茶》标准修订

初稿 

陕西省商洛市茶叶协会联合陕西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

究院作为本标准修订项目申报单位，在前期调研论证、查新、

立项审查的基础上，于 2020 年 9 月完成了《陕西食品安全地

方标准 秦岭绿茶》标准初稿的起草工作。 

4、召开编制组成立暨首次工作会议 

2020 年 10 月底“《陕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秦岭绿茶》

编制工作组成立暨首次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宣读了标准编

制工作组、审议并发布了《标准修订工作计划》、修订组组长

通报了前期标准编制工作进展情况、修订组对标准初稿进行

了讨论修改，并安排了下一步工作。 

5、进行标准验证检验 

2020 年 11 月，修订组会议安排布置了抽样验证工作方

案，对抽样要求、人员分工、时限要求等进行了布置。2021

年 1 月，标准验证工作完成。修订组讨论形成了标准征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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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稿。 

6、对标准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各方意见 

2021 年 1 月 16 日，标准修订工作组组织召开了标准征

求意见会议，邀请商洛市农业主管部门、有关研究机构、行

业协会、生产企业等各方代表对标准提出意见建议。共发出

征求意见表 30 份，其中返回 30 份，无意见 29 份，反馈意见

1 条。 

7、召开标准修订组会议对征求意见情况进行讨论 

2021 年 1 月 20 日，召开修订组工作会议，会议对征求

的意见逐条进行了讨论、研究，提出了修改意见，经修改后

形成了标准报审初稿；标准报审初稿形成后，经标准修订工

作领导小组会议审批，形成标准报审稿后，于 2021 年 3 月 9

日报陕西省卫生监督中心审查。 

8、召开标准评审会 

2021 年 4 月 13 日，省卫健委组织召开标准首次评审会，

会议对标准修订情况、标准文本及标准修订说明进行了深入

严谨的审查，并提出了评审意见。标准修订编制组于会后立

即召开编制组会议，按照专家意见研究修改标准文本及修订

说明，形成标准报审稿 2，报标准主管部门审查评定。 

2021 年 7 月 8 日，省卫健委组织召开标准第二次评审会，

会议对第一次评审会上反馈的问题和标准修订情况、标准文

本及标准修订说明等情况进一步进行了深入严谨的审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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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评审意见。标准修订编制组于会后立即召开编制组会

议，认真研究修改标准文本及修订说明，形成标准报审稿 3，

报标准主管部门审查评定。 

（三）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个人情况 

序

号 
职  务 姓  名 职务 工作分工 

1 领导小组组长 闫亚军 商洛市供销合作社党组书记、主任 
全面负责标准

修订工作 

2 编 制 组 组 长 张英辉 商洛市供销合作社党组成员、副主任 
全面负责标准

编制工作 

3 编制组副组长 任华江 高级农艺师、高级茶艺师 
标准修订过程

中技术把关 

4 编制组副组长 苏京晶 
陕西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工程

师 

具体实施标准

修订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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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组 

成 

员 

 
 

张英华 
商洛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所长、高

级工程师 

标准检验 

验证 
6 李 鹏 商洛市食品安全检测中心 主任 

7 张 娟 商洛市食品检测中心高级工程师 

8 朱先魁 
商洛市茶叶研究所所长、林业高级工

程师 
样品抽检、 

标准讨论等 

技术支持。 
9 刘保柱 商南县茶产业发展局林业高级工程师 

10 章荣瑞 商洛市秦岭泉茗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二、秦岭绿茶简介 

（一）秦岭绿茶的定义 

秦岭绿茶是指以陕西省商洛市行政区域内生长的适制茶

树品种鲜叶为原料，经摊凉、杀青、揉捻、干燥等工序工艺

制成的炒青型大宗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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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秦岭绿茶的发展由来 

商洛产茶的历史有 300 多年。近年来，在商洛全市上下

的大力支持努力下，商洛茶叶产业长足发展，生产基地初具

规模，生产水平逐步提高，产业化经营格局初步形成，助农

增收成效显著，但也出现了管理粗放，标准化水平低；龙头

不强，产业化进程慢；产量不高，科技推广率低；专业化程

度底，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绿茶品牌杂乱，竞争能力不强等

问题。为做优做强茶产业，打造名优绿茶统一品牌，2008 年

10 月，商洛市政府分别制定下发了《商洛市茶叶企业整合方

案》《商洛市茶叶品牌整合实施方案》。2011 年 7 月---8 月，

市供销社按照《茶叶整合方案》的要求，商洛市供销社、市

茶业协会组织相关专家人员，在制定商洛名优茶——《秦岭

泉茗》省级地方标准时，为了与名优茶——《秦岭泉茗》省

级地方标准区别开，参会的茶业、食品、质监等专家建议在

制定名优茶——《秦岭泉茗》省级地方标准的同时，再制定

一个大宗茶也就是《秦岭绿茶》的标准，经现场的商洛市供

销社、市茶叶协会及商洛市政府领导同意，就着手制定大宗

茶《秦岭绿茶》省级地方标准。编制标准工作在省原卫生厅

立项，标准编制组的专家经过 5 个月的辛勤工作，历经 12 稿，

在反复调研验证的基础上于 2010 年 11 月底形成了标准送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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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12 月 14 日原省卫生厅在商洛召开标准审定会，审定通

过了标准，公示后进行了发布，该标准是陕西省大宗茶第一

个省级地方标准。 

（三）秦岭绿茶的特色优势 

自古香茗出深山，好山好水出好茶。秦岭和合南北、泽

被天下，是中华民族的龙脉，是我国的中央水塔，是中国水

系、地理、地质、气候的南北分界线。陕西商洛是陕西唯一

全域位于秦岭腹地的市，它地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属暖

温带和北亚热带过渡地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

属半湿润山地气候，森林覆盖率 68.3%，全年好于二级空气

质量的天数达 332 天以上，有“秦岭最美是商洛”之称。 

商洛产茶的历史有 300 多年，做为中国西部最北端的产

茶区，茶树生长主要分布在秦岭山区，中国南北气候的结合

部，北纬 31-34 度之间，海拔高度 800-3000 米之间；雨量较

为充沛，主要茶产区商南县年均降水量 864mm；四季分明，

年平均气温 14.6℃，昼夜温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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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市商南县 1981-2010 年月平均气温及降水情况 

在独特的自然地理气候环境影响下，商洛茶树品种具有

发芽早，芽叶肥壮，节间长，持嫩性强，生长势好，适应性

广，抗寒性强，生长期长等特征特点。加工生产的成品茶则

因此具备“香高、耐泡、栗香味浓郁、滋味鲜爽、茶业水浸

出物及微量元素含量极为丰富”等独特品质特色。 

茶叶本身不是一种农药依赖型作物，茶叶本身含有能抗

病虫害的茶多酚，茶叶病虫害危害比其他农作物相对轻。尤

其是全域地处北纬 33 度的商洛，秦岭之中独特的地理和气候

条件赋予了和商洛良好的生态环境，高山气温温度低，加上

昼夜温差大，并不适合病虫的生长和繁殖，病虫种群数量极

少，加之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较少被人为破坏，没有污染，

环境自然好。所以全域地处秦岭腹地商洛茶园往往保持着良

好的自然协调能力，不需要农药的干预反而可以出落的更好。

我们于 2021 年 3 月 8 日—26 日，联合商洛市茶叶协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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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市供销合作社，组成调查工作组，分别深入到生产“秦岭

泉茗”和“秦岭绿茶”的企业茶叶基地，就茶园全年在生产

管护及采摘过程中农药使用情况进行了座谈、走访、现场查

看、监控回看等多方式调查，调查表明：因商洛独特的地理

气候条件和良好生态环境，“秦岭泉茗”和“秦岭绿茶”的茶

叶基地在茶叶生长全过程中，几乎无病虫害发生，根本用不

着施农药，也未发现任何茶园喷洒农药。因茶叶的品质包括

病虫害的发生与海拔是有一定的关系，海拔高、温度低，昼

夜温差大，雨量充沛，生态好，病虫害无法生存，这在消费

者及茶学界已成共识。 

（四）秦岭绿茶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2020 年 4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陕西省考察调研，

在与茶农的交流中强调：“因茶致富，因茶兴业，能够在这里

脱贫奔小康，做好这些事情，把茶叶这个产业做好。”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依托乡村特色优势资

源，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城，让农民更

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加快健全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

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按标生产，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标准“领

跑者。”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全省茶产业发

展的意见》(陕政办发〔2014〕117 号)也提出了调整优化茶

产业发展布局，实施板块推进，明确了商洛以有机绿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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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发展方向。 

近年来，商洛凭借区位优势和自然生态条件，商洛市委、

市政府按照“扩张规模、打造品牌、科技提升、项目带动”

的发展思路大力发展生态茶叶，茶产业已成为商洛人民增收

的特色支柱产业之一，全市茶叶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19 年

全市茶叶面积达到 54 万亩，新建茶园面积 1.38 万亩，可采

摘茶园 38.22 万亩，无性系茶园面积 6.228 万亩，产量 8068

吨，总产值近 14 亿元。面积、产量、产值分别较去年增加

2.6%、7.7%、10.1%。目前，商洛共有茶叶专业合作社 113 个，

茶叶加工厂 126 个，从事茶产业人员 30 余万人。其中，有秦

岭绿茶生产企业 16 家，秦岭绿茶年产量 5899 吨，产值 4.72

亿元。 

“十三五”期间，商洛将茶产业发展与创建国家旅游示

范县、美丽乡村建设、扶贫攻坚等有机结合，大力推行“企

业+农户”经营发展模式，形成村社一体，产业支撑的脱贫增

收格局。商南试马镇万亩茶叶基地成为陕西省最大的无性系

示范园，采用“公司+基地+合作社+贫困户”的发展模式，通

过土地流转、配股分红、基地务工、扶持建园、技术服务等

帮扶模式，为当地群众配股 1.6 万亩，股值 160 万元，年分

红 17 万元，解决 630 余名劳动力在基地务工，扶持 270 户茶

农发展茶叶种植 1200 亩，培训 390 户农户掌握茶叶生产、加

工技能，同时有效发挥了产业扶贫作用，带动茶农 496 户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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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年增加收入 3900 元以上，其中带动贫困户 252 户 664 人

增收脱贫。全市通过茶产业，使 5.27 万户 18.5 万茶农实现

脱贫摘帽。 

2020 年，商洛茶园面积发展涉及到全市 61 个镇 60 万亩，

经过生态茶园、标准茶园、老茶园改造，采摘面积将达到 40

万亩。提高流通业、精深加工业增加值，商洛培育省级秦岭

绿茶茶叶生产龙头企业 5 个，新建万亩现代园区 10 个，茶产

业已经成为商洛支柱产业新名片。商洛市出台了《商洛市实

施特色产业工程巩固产业脱贫成果夯实乡村振兴基础方案》，

提出“十四五”期间要加快培育主导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做

优做强茶叶等区域特色产业，为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奠定

坚实基础。 

因茶致富，因茶兴业。茶叶产业已经成为商洛农村发展、

农业增效、农民致富的特色优势支柱产业。《食品安全地方标

准 秦岭绿茶》的修订与实施，将为食品监管部门提供更加强

有力的标准支撑，更有力地推动商洛茶叶的产业化、标准化

发展，辐射带动原料、物流等相关产业发展，增加当地财政

收入，增加就业岗位，巩固脱贫成果、实现乡村振兴。 

三、修订依据 

（一）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1、《食品安全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对地方特色食品，

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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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行政部门可以制定并公布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报国务院卫

生行政部门备案。” 

2、《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

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实施后，每五年进行一次复审。省级

卫生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相关食品安全标准制

定和跟踪评价结果等情况，适时组织进行复审。” 

（二）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清理整顿工作要求 

为了加强我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管理，提高食品安全

地方标准修订的整体水平，增强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规范性

和可行性，有效发挥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对经济发展的基础作

用，省卫健委于 2019 年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卫办食品函

〔2019〕556 号）精神，开展了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清

理整顿工作，此次修订的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秦岭绿

茶》（DBS61/0002—2011）亦列入标准清理目录。按照《陕西

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清理整顿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标准

主要起草单位商洛市供销合作社经过审慎研究，对陕西省《食

品安全地方标准秦岭绿茶》（DBS61/0002—2011）提出“愿意

保留并修订”的申报意见。经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调研、

审查、专家论证，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印发了《2019-2020

年度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陕卫办食品函

〔2019〕290 号），将《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秦岭绿茶》

http://down.foodmate.net/special/standard/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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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S61/0002—2011）的修订列入计划。 

四、标准修订的原则、主要内容及依据 

（一）标准修订的原则 

修订本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遵循以下原则： 

1、标准的结构和编制规则遵守 GB/T 1.1-2020《标准化

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2、标准中所引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其他文件应为

现行有效的版本。标准中所有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以及上

级强制性标准的规定相一致。 

（二）标准修订的主要内容及依据 

1、范围 

修订内容：将原标准“范围”的表述“本标准规定了秦

岭绿茶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本标准适用于以陕西省商洛市行

政区域内生长的茶树新鲜芽叶和嫩梢为原料，经杀青、揉捻、

干燥、精制等工艺制成的秦岭绿茶。”修改为“本标准适用于

秦岭绿茶。” 

修订依据：按照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及陕西省食品安全地

方标准的文本格式规范及2021年 4月 13日审定会议纪要（以

下简称《审定纪要》）进行修订。 

2、术语和定义 

未进行调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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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品分级 

修订内容：增加了产品分级章节：“产品按照其品质的不

同分为：特级、一级、二级、三级。” 

修订依据：按照秦岭绿茶产品品质的不同及《审定纪要》

要求，明确了产品分级，为“技术要求”章节中分级进行指

标规定奠定基础。 

4、技术要求 

修订内容：将章节标题“要求”修订为“技术要求”。 

修订依据：按照国家及省级食品安全标准要素名称的规

定及《审定纪要》要求。 

4.1 原料要求 

修订内容：增加了原料要求条款。 

修订依据：鲜叶原料对秦岭绿茶的生产加工非常重要，

对原料进行要求和规范是保障成品茶质量安全的关键因素。

此条款规范了原料“应选用陕西省商洛市行政区域内生长的

适制茶树鲜叶”，保障了鲜叶产地，排除了非茶类其他植物叶

片的使用；“品质正常，无污染，不得含有非茶类夹杂物”、

“不得添加任何添加剂”保障了不会通过原料带入杂质及添

加剂；“鲜叶原料嫩度要求”保障了各级各类产品原料的鲜叶

质量，从而保障其产成品符合感官、理化、污染物及农药最

大残留限量指标的要求。 

4.2 感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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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内容：将检验方法整合于表中，对检验方法进行了

更新。 

修订依据：按照国家和省级食品安全标准的格式规范整

合了检验方法，检验方法均采用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方法。 

4.3 理化指标 

修订内容：将“水浸出物”、“粗纤维”指标由参考指标

列为必备指标。 

修订依据：参照 GB/T 14456.3 的规定要求及《审定纪要》

要求。 

4.4 污染物和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修订内容：将直接引用 GB2762、GB2763 修订为列出具体

项目和限量指标，其中污染物“铅（以 Pb 计，mg/ kg）”的

限量确定为“≤3.0”；农药最大残留列出了“六六六、滴滴

涕、乙酰甲胺磷、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溴氰菊酯、氯

菊酯、氟氰戊菊酯”7 项具体指标，并按照 GB2763 的要求规

定了限量值。同时规定其它污染物限量和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应符合 GB2762、GB2763 及国家有关食品安全规定。 

修订依据：污染物“铅（以 Pb 计，mg/ kg）”的限量依

据商洛秦岭泉茗近年来实测情况，严于 GB2762。农药最大残

留限量项目的选取参考了食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项目，同

时结合了商洛茶园全年在生产管护及采摘过程中农药使用调

研情况予以确定，调研表明：因商洛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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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生态环境，“秦岭泉茗”和“秦岭绿茶”的茶叶基地在茶

叶生长全过程中，几乎无病虫害发生，根本用不着施农药，

也未发现任何茶园喷洒农药。最后，“其它污染物限量和农药

最大残留限量应符合 GB2762、GB2763 及国家有关食品安全规

定”做为表 4 的表注内容。 

5、其他 

修订内容：增加“其他”，将原标准“检验规则”、 “标

志标签、包装、运输、贮存”两章删除，统一规定检验规则、

标签、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按 GB 14456.1 的规定执行。 

 

修订依据：按照国家和省级食品安全标准格式要求。 

五、风险评估情况说明 

验证数据见相关检验报告。 

六、采用国际标准、国外标准先进程度有关情况说明 

未检索到有关秦岭绿茶的国际标准和国外标准。 

七、与现行法律、法规、国家相关标准和产业政策的协

调情况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无重大分歧。 

九、贯彻标准措施与经济效益 

本标准颁布实施后，在加大学习宣贯、监督实施、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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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等有关措施力度的基础上，将对当地产业优化升级、经

济社会转型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发挥巨

大作用，对健全陕西茶叶标准化体系建设，促进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发挥重要的标准引领作用。 

十、废止现行有关地方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代替 DBS61/0002—2011《秦岭绿茶》，因此，自

本标准实施之日起，DBS61/0002—2011《秦岭绿茶》自行废

止。 

 

附件：1、陕西省卫生计生监督中心关于举办陕西省食品

安全地方标准清理整顿工作培训会议的通知

（陕卫监中心发﹝2019﹞20 号） 

2、陕西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2019-2020 年度食

品安全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陕

卫办食品函﹝2019﹞290 号） 

3、《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秦岭绿茶》首次专家评审

会文件及会议纪要 

4、《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秦岭绿茶》二次专家评审

会及会议纪要 

5、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秦岭绿茶（征求

意见稿）》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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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秦岭绿茶》修订编制组 

2021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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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陕西省卫生计生监督中心关于举办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清

理整顿工作培训会议的通知（陕卫监中心发﹝2019﹞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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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陕西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2019-2020 年度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陕卫办食品函﹝2019﹞29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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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秦岭绿茶》首次专家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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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秦岭绿茶》首次评审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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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秦岭绿茶》二次专家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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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秦岭绿茶》二次专家会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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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秦岭绿茶（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发出征求意见表  30 张，收回   29  张。 

单 位 专家姓名 意   见 采纳情况及理由 

商洛市秦岭泉茗茶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 
章荣瑞 商洛产茶区自然环境良好，污染物较少，建议污染物限量严于国家标准。 已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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