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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产品标准”【包括与自行审核方案有关的附录（附
录1）】列出了有关用于生产和销售带“丹麦（DAN-
ISH）”标识猪肉产品的生猪养殖要求，主要专注于影响
动物福利、食品安全和生猪主要养殖环节可追溯性的关键
领域。

生猪养殖畜群所有者对符合“丹麦产品标准”的要求承担
最终责任。

最新标准及相关新要求方面的信息可以在 
www.dps.svineproduktion.dk网站上找到。

“丹麦产品标准”是一项通过EN 17065国际标准认证的
计划。

发布机构：
“丹麦产品标准”由以下机构发布：

SEGES
丹麦农业和食品委员会
（Landbrug & Føevarer F.m.b.A.）
地址：Axeltorv 3
DK 1609 Copenhagen V

适用范围：
“丹麦产品标准”适用于生猪养殖农场。

目的：
“丹麦产品标准”计划的目的在于针对丹麦生猪养殖提供
EN17065国际标准认证。

如需了解更多有关“丹麦产品标准”的信息，请联系：
SEGES
丹麦农业和食品委员会
（Landbrug & Føevarer F.m.b.A.）
地址：Axeltorv 3
DK 1609 Copenhagen V
电话：+45 3339 4500
传真：+45 3311 2545
www.seges.dk

图片提供：
S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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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页面

1.1	 生猪识别系统和养殖程序必须能够记录和证明
所养殖的生猪原产地为丹麦。

1.2	 养殖过程中使用的所有生猪的原产地必须为丹
麦。

1.3	 必须在生猪进出畜群后七（7）天内将相关进出
情况登记在“中央畜牧登记簿（CHR）”中。

1.4	 所有运往屠宰场的生猪必须清楚地标记原养殖
农场的供应商编号。所有交付出口的生猪必须
清楚地标记耳标。如果畜群在“中央畜牧登记簿
（CHR）”中进行了群体交付登记，则允许育成
猪群体交付，以便可以通过与畜群所有者和屠
宰场签订协议的方式，在无认证的耳标或标记
的情况下将育成猪从畜群直接运往屠宰场。

1.5	 任何购买仔猪的畜群所有者必须确保这些仔猪
源自经丹麦认证的畜群（相关认证信息可在
spfsus.dk网站上获取）。

1.6	 与收集中心接触过的生猪不得运往经丹麦认证
的畜群。

1.		生猪的识别和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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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原料、预拌饲料、补加饲料和添加剂必须采购
自经授权的丹麦饲料公司和SEGES网站上显示
的经认证公司名单上的公司。经认证的公司名
单可以在dts.svineproduktion.dk网站上查看。

2.2	 饲料必须根据“关于主要生产中良好生产实践的
指导原则”进行保存和处理，以避免发生任何意
外污染或交叉污染。请参阅附录3。

2.3	 养殖场所内的所有饲料必须不含肉类和骨粉，
在其属性方面也不允许存在肉类和骨粉。 
任何含有肉类和骨粉的宠物食品必须远离猪舍
单元。

2.4	 不允许使用含有动物产品的泔水或经过处理的
餐饮废弃物。

 

2.5	 不得在养殖场所内使用或存储抗生素生长促进
剂。

2.6	 饲料不得含有不良物质，比如农药和化学品。

2.7	 超过40公斤的育成猪饲料中不得使用鱼粉。

2.8	 除猪脂肪之外，仅可使用血浆或含有由dts.
svineproduktion.dk网站上所列认证供应商供应
的生猪生产的产品。

3.1	 访客仅可在获得养殖者许可的情况下进入猪舍
单元，养殖者负责确保访客遵守有关参观生猪
养殖场方面的所有规定。

3.2	 必须定期清洁和消毒建筑物、猪圈、设备和工具。

3.3	 必须定期清理粪便、淤浆和残余饲料，以最大限
度地减少异味，并防止出现苍蝇和各种害虫。

3.4	 畜群必须满足高生物安全性要求，以防止啮齿
动物等生物的出现。

3.5	 向德国出口育成猪的养猪场及每年向屠宰场供
应超过200头生猪的育成猪养殖场必须了解养
殖场当前的沙门氏菌水平。

3.6	 必须使用耳标或其他清晰标识或者通过猪圈单
独清晰地识别所有使用药物治疗的生猪及强制
滞留时间。在治疗后的滞留时间结束之前，不
得将接受过药物治疗的生猪送去屠宰场。

3.7	 在对母猪和育成猪使用药物，且这些药物需要
一定的治疗后滞留时间并含有四环素的情况
下，通常需要30天的滞留时间。除非SEGES特
别允许，否则不得使用头孢菌素。

3.8	 养殖者和相关员工必须接受关于注射方法方面的
正式指导。所有使用药物治疗生猪的养殖者必须
满足2016年5月17日颁布的关于食用类动物药物
使用培训方面的第423号条例中载列的要求。

3.9	 如果针头在注射过程中断裂，必须立即将针头
拔下。如果无法将针头拔下，必须清晰且永久
性地对该生猪进行识别。在将该生猪交付屠宰
场之前，必须与屠宰场联系。

3.10	 仅可使用经认可的可检测针头。经认可的针头
列表可以在svineproduktion.dk网站上的“服务”
选项卡下面获取。

3.11	 药物和疫苗必须按照兽医给予的说明进行存储
和使用，这些说明印刷在药物标签或包装上。

2.		饲料

3.  畜群健康及 
				药物的使用

3.12	 除非兽医开具重复处方，否则在处方期期满后
不得将未使用的抗生素或化疗药物保留在现
场。

签署正式健康协议的畜群

自行给药的养殖者
拥有超过以下数量生猪的所有养殖者：
1)	 300头母猪、小母猪或公猪
2)	 3,000头育成猪（屠宰重量30公斤以上）或者
3)	 6,000头仔猪（7-30公斤）

以及所有其他养殖者（无论养殖规模如何）在自行给
药的情况下必须与畜群兽医签订“健康顾问合同”。

该协议必须涵盖兽医每年对母猪畜群进行9-12次顾问
拜访以及对育成猪畜群进行4-6次顾问拜访。拜访次
数取决于畜群属于以下哪个类别：
1)	需要标准建议
2)	需要额外建议
3)	需要密集建议

3.13	 必须保留用于记录药物治疗情况的日志。在提
供药物时，兽医应当给予有关治疗期和停药期
的书面说明。必须报告以下信息：日期、哪些
动物以及多少动物接受治疗、治疗原因、药
物、剂量、给药方法及进行治疗人员的姓名首
字母缩写。

 		丹麦产品标准 丹麦产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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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畜群负责人应当制定一项动物传染病感染预防

计划，具体目的在于防止来自畜群的感染传
播。感染预防计划示例可以在 
dts.svineproduktion.dk网站上找到。

3.20	 任何人员必须通过接待室进出畜群。接待室必
须配备以下设施：

•	 	洗手台
•	 	洗手液
•	 	手消毒液
•	 	一次性擦手巾
•	 	更衣区（换成在畜群中使用的工作服或防 
	 	护服）
•	 	鞋类和设备更换或清洗和消毒设施。

上述接待室要求不适用于部分或完全在户外饲
养的畜群。

未签署正式健康协议的畜群

适用于拥有少于以下数量生猪的所有养殖者：
1)		300头母猪、小母猪或公猪
2)	3,000头育成猪（屠宰重量30公斤以上）或者
3)	6,000头仔猪（7-30公斤）

并且这些养殖者不自行给药。

3.21	 兽医必须每年至少检查一次畜群。

3.22	 如果畜群需要进行药物治疗，兽医可以提供最
多5天用量的药物，并且兽医必须给予有关治疗
和治疗后滞留时间的书面指导。

4.1	 生病或受伤的生猪必须立即治疗，以避免不必
要的疼痛或痛苦。这必须通过药物治疗和/或将
生猪移到病猪圈来进行。病猪圈的数量必须充
足，以确保始终拥有至少一个猪圈可供生病或
受伤的生猪使用。病猪圈的设置必须符合附录4
中载列的指导原则。

4.2	 如果对生猪的治疗无效果，应当再次咨询兽
医，除非进行伤残畜屠宰。

5.1	 建筑物及其内部的建造和设计必须完全符合现
行法规（详见附录中提及的参考文献6）。

5.2	 所有建筑物的内部（包括地面）必须妥善建造
和维护，以确保无任何可能对生猪造成伤害的
锋利边缘或突起。

5.3	 生猪躺卧区域必须保持清洁、舒适、妥善排水
且不会对生猪造成任何伤害。如果提供草垫，
必须保持清洁、干燥且对生猪无害。

4.		生病及受伤生猪的治疗

5.		饲料

4.3	 伤残畜屠宰必须使用击晕用棒和放血方法以人
道的方式进行，并且符合生猪击晕用棒的使用
要求（请参阅附录5）。

4.4	 必须将对其他生猪表现出持续攻击行为或受到
其他生猪攻击的生猪暂时隔离或使其远离其他
生猪。

5.4	 除非进行兽医治疗，否则不得用绳或链将生猪
拴住。

5.5	 所有生猪必须始终能够获得数量充足的稻草或
其他可操纵自如的材料，以满足它们稳定站立
的需求。

5.6	 松散安置的怀孕母猪和小母猪必须拥有至少 
1.3	m2/母猪和0.95	m2/小母猪的坚实或排水地
面空间或者两者的结合并铺上稻草。

3.14	 所有养殖者必须制定有关畜群福利的自行审核
方法（详见附录1）。

3.15	 兽医应当至少每三个月完成一份正式的兽医报
告。对于以下第2类和第3类中的育成猪畜群，
兽医应当至少每个季度完成一份兽医报告。对
于以下第1类中的育成猪畜群，兽医应当至少每
六个月完成一份兽医报告。兽医报告必须保留
至少两年。

 并非自行给药的养殖者（主要适用于有机畜群）：

拥有超过以下数量生猪的所有养殖者：
1)		300头母猪、小母猪或公猪
2)	3,000头育成猪（屠宰重量30公斤以上）或者
3)	6,000头仔猪（7-30公斤）

	 在并非自行给药的情况下可以签订一项基本合
同，选择基于养殖场和兽医接受建议或者参加
相关培训计划（但仅上述第1类中的养殖者才可
以选择后一选项）。

3.16	 所有养殖者必须制定有关畜群福利的自行审核
方法（详见附录1）。

3.17	 对于选择基于养殖场和兽医接受建议的养殖
者，必须可以获取来自畜群兽医的两份年度拜
访报告。对于选择参加培训计划的养殖者， 
必须可以获取至少一份年度兽医报告，并且每
年参加一项培训课程。这些报告必须保留至少
两年。

3.18	 如果畜群需要进行药物治疗，兽医可以提供最
多5天用量的药物，并且兽医必须给予有关治疗
和治疗后滞留时间的书面指导。



8 9 		丹麦产品标准 丹麦产品标准

5.7	 母猪自断奶起必须松散安置，直到将它们移到
分娩猪圈。此规定适用于2015年1月1日之后建
造的新猪舍，并且自2035年1月1日起，此规定
将适用于所有猪舍。在发情期间，可以将不产
乳的母猪安置在单个猪圈中不超过三天。

5.8	 公猪猪圈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建造和设置，以确
保公猪能够毫无困难地转身并听到、闻到和看
到其他生猪。躺卧区域必须保持干净、干燥和
舒适。用于自然配种的公猪猪圈大小必须达到
至少10	m2。

5.9	 猪舍必须提供相当于40	勒克斯的自然或人造光
线，且每天必须至少达到8小时的光照时间。

5.10	 如果使用机械通风系统，则必须安装报警系
统，以警告通风系统是否存在任何故障。同时
还必须确保报警系统能够在猪舍单元发生任何
电源故障或温度升高的情况下保持正常运行。

 

 
 
 
 

 

5.11	 在通风设备发生故障的情况下，必须能够通过
其他方式提供足够的通风。

5.12	 在20公斤以上的仔猪以及种猪和育成猪猪圈，
必须安装喷淋或喷雾系统，以使生猪能够调节
体温。

 

6.		户外养殖

7.		饲料和饮水的供应

（仅与户外饲养的生猪有关）

6.1	 生猪户外养殖必须完全符合现行法规（详见附
录7）。

6.2	 必须使用内外围栏将户外饲养的生猪围起来，
且两个围栏之间必须至少间隔5米。例外情形
是将内部围栏与外部围栏连接起来，在这种情
况下，必须包含至少三根电线，并安装报警系
统。内部围栏与公共道路之间的距离必须达到
至少10米，且与任何停车场、野餐区或露营地
等场所必须至少距离50米（详见附录7）。

7.1	 为了确保生猪的健康和福利，所有生猪必须采
用适合它们猪龄、体重、行为和生理需求的饮
食进行饲养。 
 
 

6.3	 庇护设施必须采取保温隔热措施或以适当的方
式布置，以满足生猪在各种天气条件下的温度
要求。

6.4	 庇护设施内的躺卧区域必须使用稻草或类似物
覆盖，以便生猪能够在各种天气条件下保持干
燥和温暖。

6.5	 当阴凉处的日平均气温超过15°C时，所有20公
斤以上的生猪必须能够进入打滚或设有喷淋或
喷雾系统的区域。

6.6	 必须在怀孕的母猪和小猪预产期前不迟于七天
将它们安置在分娩庇护设施内。

7.2	 所有生猪每天必须至少喂养一次，所有日龄达
到14天以上的生猪必须能够自由获取清洁且新
鲜的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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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每天必须至少检查所有生猪一次。

8.2	 雇用饲养员的生猪养殖者必须确保他们接受过
有关生猪福利现行法规方面的充分指导。

8.3	 必须根据丹麦立法管理畜群中的福利条件。

8.4	 仔猪在达到至少28天的日龄之前不得断奶。但
如果将仔猪移到清洁并且在两个畜群批次之间
进行过消毒（‘全进全出原则’）的特殊猪舍单
元，则可以让日龄达到21天的生猪断奶。

8.5	 如果对仔猪进行阉割，在执行程序之前必须注
射止痛剂。止痛剂的使用必须符合SEGES关于
生猪阉割止痛剂使用方面的指导原则。

8.6	 如有必要，可以在仔猪出生后三天内通过研磨
方式将仔猪上尖牙的尖端去除。

8.7	 如果有书面证明表明，畜群中生猪尾部受伤可
归因于未进行断尾处理，则允许对仔猪进行断
尾处理。如果有必要进行断尾处理，所断掉的
尾部不得超过一半，并且必须在仔猪出生后第
二天至第四天之间进行。

8.		管理
8.8	 有1级或2级肩胛痛的母猪必须接受治疗。有3

级肩胛痛的母猪必须接受治疗，并将其安置在
病猪圈中。肩胛痛达到4级的母猪不得留在畜
群中。Asger，在你“6月30日的Rettelsesblad”
中，此段落现已更改，在新的丹麦PDF文件
中，相关文本是我用黄色突出显示的部分。

8.9	 必须将生猪保留在稳定的群体中，如有可能，
必须避免混合饲养。

8.10	 移动生猪时必须考虑周全。

8.11	 必须至少每天检查一次对生猪的健康或福利至
关重要的任何机械或自动化设备，包括饲料和
饮水供应设备、通风设备和淤浆处理设备。

8.12	 如果使用泥炭藓，必须经过热处理或取得SPF-
SuS认可。

8.13	 畜群中使用的标记颜色必须经过食品认证/贴有
FDA标签。

9.1	 在屠宰之前，收集生猪之前的禁食期至少为 
5小时。

9.2	 最多可以将生猪放置在移动收集猪圈/车辆中 
2小时。

9.3	 养殖者必须熟悉SEGES关于最佳抗感染养殖方
面的收集条件建议。

9.4	 当将种畜从原始畜群中移出时，所有种畜必须
佩戴经认证的耳标。

9.5	 因生病或受伤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无法行走或
站立的生猪不得运输。

9.6	 必须根据现行立法处理所有死亡的动物，并安
排经认可的熔炼公司进行收集。

9.7	 应当仅使用经丹麦认可的动物承运人。经丹
麦认可的动物承运人和出口商名单可以在dts.
svineproduction.dk网站上找到。如果使用非
经丹麦认可的承运人或出口商，在收集和装载
动物之前必须提供清洁证明（针对在国外行驶
的车辆）或运输文件副本（针对在国内行驶的
车辆）。此外，还必须确保车辆符合任何检疫
要求。养殖者还有义务将经认可的清洁证明和
运输文件保留至少2年，并且在任何时候都能
够针对国内和国外运输证明这一点。

9.8	 无论检疫期的理由如何，所使用的车辆都必须
符合tjekvogn.dk网站上和车辆的最新有效清
洗证明上注明的检疫期。所注明的检疫期和风
险区概述可在dts.svineproduktion.dk网站上
获取。检疫法规包括但不限于：

 

9.		生猪的交付
				a)	 在卸载动物的情况下，在丹麦畜群之间运输动

物之前，必须始终遵守至少48小时的检疫期
要求。但是，如果车辆的最新有效清洗证明是
绿色的，则允许在清洗和消毒之后立即将生猪
从丹麦畜群运输至收集中心或屠宰场（Danish	
Crown除外）或者直接运往国外。

				b)	在经丹麦认可的杀菌、清洁和消毒场所执行有
效的生物安全清洗程序之后，运往国外之前的
检疫期应当缩短至12小时。但是，在丹麦畜群
之间以及从丹麦畜群到收集中心或屠宰场之间
运输动物时，检疫期仍为48小时。生物安全清
洗程序仅提供给必须将GPS数据传输至SEGES
网络服务器的车辆。

9.9	 养殖者必须确保安排已通过QS认证的动物承
运人执行生猪在经丹麦认可的畜群之间以及从
丹麦畜群到丹麦屠宰场之间或出口至德国的所
有运输*。仅从事将供屠宰的动物运往Danish	
Crown或	Tican	Fresh	Meat的动物承运人应当
通过他们的相关合同取得QS认证。

	 动物承运人的QS认证可以在清洗证明上见
到。dts.svineproduktion.dk网站上载列有经
丹麦认可的动物承运人名单。

	 *	如需取得德国质量保证计划（QS）认证，
请按照以下方式联系波罗的海控制认证®机
构：E-mail：cert@balticcontrol.com，电话：	
+	45	86	21	62	11。QS协调员名单可在q-s.de网
站上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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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有车辆在丹麦畜群之间或丹麦畜群与屠宰场之
间运输自有动物
10.1	 车辆必须以适当的方式构造、维护（包括提供

足够的草垫）和使用，确保动物不会受伤、不
会遭受痛苦并且能够抵御各种天气条件。

10.3	 仅可使用根据“丹麦运输标准”运营的收集点。
已加入“丹麦运输标准”计划的收集点列表可以
在danish.lf.dk网站上找到。

使用从国外抵达的自有车辆运输自有生猪
10.4	 直接从国外抵达的车辆必须在边境上经认可的

清洗区域进行清洗和消毒。经丹麦认可的清洗
区域列表可以在danish.lf.dk网站上找到。

10.5	 直接来自国外的车辆必须随车携带经认可的清
洗证明。清洗证明必须保留两年，并且包含以
下信息：

 •	 	车辆登记号码
 •	 	完成清洗和消毒的日期和时间
 •	 	消毒液体名称
 •	 	清洁证明编号
 •	 	目的地

10.6	 如果在丹麦畜群之间运输动物，在抵达丹麦畜
群之前，车辆必须遵守48小时检疫期要求。

10.7	 如果车辆曾行驶经过特殊疾病风险区（比如猪
瘟和口蹄疫），必须遵守48小时检疫期要求。
特殊疾病风险区列表可以在danish.lf.dk网站上
找到。该列表将会定期更新。

10.8	 在抵达边境上的清洗区域后，未根据官方法规
进行清洁的车辆将被拒绝进入，并要求返回清
洗区。

 

10.		活动物的运输（自有车辆）
对于超过50公里和65公里的运输，以下规定也应当
适用：
10.9	 必须可提供每段旅程的运输文件，并且该等文

件必须包含以下方面的信息：
 •	 	动物数量（仅适用于超过65公里的旅程）
 •	 	动物原产地和所有权
 •	 	出发地和目的地
 •	 	出发日期、时间和持续时间

10.10	必须保留清洁和消毒记录。在每段旅程之后，
车辆必须进行清洁和消毒。在同一日期在两个
相同的畜群之间进行的旅程属于例外情形。

10.11	 行驶超过65公里的养殖者必须随车携带有效的
培训证明和授权运输证明。

10.12	动物运输持续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

以下规定应当适用于持续时间长于8小时的旅程：
10.13	车辆必须取得有关部门关于较长旅程的认可。

10.14	车辆必须配备：
 •	 	防冻供水系统及可见的水位计
 •	 	机械通风系统及温度记录
 •	 	导航设备

10.15	必须可提供运输日志，并且在日志上列出之前
进行的所有运输。

 

“丹麦产品标准”的所有附录可以在 
svineproduktion.dk网站上下载。

附录1. 关于“丹麦产品标准”计划认证的畜群自
行审核方案。

该自行审核方案是“丹麦产品标准”的一部分。畜群
负责人必须每年至少检查一次，以确认是否已实
施所有要求。

自行审核表可以在第16页上找到。在审核公司拜
访丹麦畜群期间，养殖者应当填写该表格并签
字，以供检查。

关于动物福利问题方面的指导原则，请参阅“关于
生猪的动物福利指导原则”。

a.	必须填写“关于主要生产中良好生产实践的行业
行为规范”并签字（详见附录3）。

b.	必须将所有兽医拜访记录在案。这些报告必须
保留两年。

c.	如果签订了“健康顾问合同”，该合同必须随时
可提供检查。如果制定了任何动物福利行动计
划，该计划必须可提供检查。

d.	所有动物必须至少每天检查一次。此外，还应
当进行检查以确保：

a.	所有动物拥有充足的饮水和饲料供应
b.	符合空间要求
c.	所有动物必须能够毫无困难地站立、躺下和休
息

d.	地面不得光滑或不均匀
e.	所有机械和自动化设备必须至少每天检查一
次。

f.	 必须根据法律规定以谨慎的方式执行所有程序
（阉割、断尾、牙齿抛光和补铁），并注意卫
生。

附录

g.	如有必要，必须将生病、受伤和具有攻击性的
生猪隔离、转移至病猪圈并进行治疗。必须可
提供足够数量的病猪圈，并配备适当的设备。
在将动物混合在一起饲养时，必须采取额外的
程序，以确保能够迅速介入。

h.	在日常检查期间，必须进行检查以确认是否有
任何咬尾和/或肩胛痛情况。一旦发现任何新情
况，必须立即进行治疗。

i.	 必须定期进行检查，以确保可提供击晕用棒和
用于放血的锋利刀具。

j.	 所有生猪必须始终能够获取数量充足的稻草或
其他可操纵自如的材料，以满足它们稳定站立
的需求。

k.	仅可将适合运输的生猪转移到交付设施（交付
室）。在有疑问的情况下，应当将生猪转移到隔
离猪圈，以便动物承运人或兽医能够评估动物是
否处于适合运输的状态。

参考文献2. 关于生猪的动物福利指导原则

参考文献3. 关于主要生产中良好生产实践的行业
行为规范

参考文献4. 关于病猪圈设计的指导原则

参考文献5. 关于生猪击晕用棒的使用要求
参考文献6. 关于猪舍单元的设计要求

参考文献7. 关于生猪户外养殖设施中棚屋和庇护
处的设计要求

参考文献8. 关于户外母猪猪舍构建和运营的指导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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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参加“丹麦产品标准”计划的规则

1.0 引言
1.1	 以下规则列出了参加“丹麦产品标准”	计划的条

件。
1.2	 该丹麦计划的目的在于确保并记录参加该计划

的畜群符合法律规定和行业自身要求。
1.3	 这些规则适用于每个CHR注册养殖场，CHR注

册养殖场所有者和使用者有责任确保符合这些
规则。这些规则适用于所有养殖场所有者和使
用者。

1.4	 在任何给定的时间，SPF-SuS数据库将显示经
认可的和未经认可的CHR注册编号。

2.0 关于参加该计划的规则
2.1	 在严重或反复违反“丹麦产品标准”规则的情况

下，“丹麦产品标准”认证可能被撤销，并且不
另行通知。

2.2	 特别严重的违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	 	将未通过丹麦认证的生猪加入经认证的CHR	

	 	注册编号
 •	 	未在母猪配种后四周内和预产期前一周内将	

	 	其安置到空间宽敞的猪舍
 •	 	疏忽
 •	 	在必须遵守48小时检疫期要求的情况下，反	

	 	复不遵守此要求

2.3	 在发生其他违规行为的情况下，“丹麦产品标
准”认证可能被冻结。在冻结决定正式生效之
前，CHR注册编号所有者将有机会在审核公司
规定的截止时间之前作出陈述。

2.4	 如果未及时纠正导致认证被冻结的状况并取得
审核公司的认可，“丹麦产品标准”认证可能被
撤销。

2.5	 “丹麦产品标准”认证的冻结和撤销将注明在
SPF-SuS数据库中，并将相应地通知相关屠宰
场或交易商。

2.6	 此计划将自动涵盖所有Danish	Crown和Tican	
Fresh	Meat养殖者/供应商，他们无需另行提
交“加入声明表”。但是，这些养殖者/供应商必
须根据以下规则通过丹麦认证。

	2.7	 通过认证的英国合同生猪、有机或自由放养生
猪养殖者将根据“丹麦产品标准计划”自动通过
认证，无需另行认证。

2.8	 	其他生猪养殖者必须通过签署“加入声明表”的
方式主动确认参加此计划。此规定也适用于并
非Danish	Crown/Tican	Fresh	Meat养殖者/供应
商的有机和自由放养生猪养殖者。

2.9	 由“丹麦产品标准委员会”指定的一家独立审核
公司将负责审核各申请者是否符合“丹麦产品标
准”。

2.10	 每个CHR注册养殖场必须至少每三年检查一
次。已经再次拜访或者存在大量偏离“丹麦产品
标准”行为的养殖者将被记录到数据库中，审核
公司可能会选择在12个月内再次拜访这些养殖
者的丹麦养殖场。

2.11	 拜访日期将由审核公司安排。一般而言，养殖
场所有者不可以变更拜访日期或时间。

2.12	 该等拜访可能在不通知的情况下进行，仅在拜
访前不超过48小时进行提醒，以确保养殖场所
有者出现在现场并做好准备。养殖场所有者不
可以拒绝该等不通知拜访，也不可以更改该等
拜访的日期或时间。

2.13	 审核公司将最多为每个CHR注册养殖场留出1.5
小时的拜访时间。初次拜访费用将由“生猪征税
基金（Pig	Levy	Fund）”支付。如果畜群在初次
拜访期间未通过认证，养殖场所有者必须支付
第二次拜访的费用。如果由于养殖场所有者未
针对该等拜访做好准备的原因而导致拜访无法
在1.5小时内完成，审核公司将针对额外花费的
时间另外收取费用，该等费用应当由养殖场所
有者支付。

2.14	 审核公司的代表（审核员）将遵守SPF-SuS有
关拜访顺序方面的规则。任何希望审核员配合
特定检疫期的养殖场所有者将需要针对12小时
检疫期和24小时检疫期分别额外支付1,000丹麦
克朗和2,000丹麦克朗的费用。该等费用将支付
给审核公司。	

2.15	 对于拒绝接受“通知拜访”的养殖场所有者，审
核公司将以书面形式提醒他们不接受该等拜访
的后果。如果审核公司由于养殖场所有者的原
因未能在通知日期后1个月内进行拜访，SPF-
SuS数据库中的认证信息将会失效。审核公司将
会相应地通知正在考虑交易的屠宰场或交 
易商。

2.16	 如果CHR注册养殖场在失去认证之后希望重新
注册“丹麦产品标准计划”，养殖场所有者将需
要支付10,000丹麦克朗的重新注册费。

2.17	 如果畜群在审核公司初次拜访时通过了认证，
并且不存在严重偏离情况，审核公司将向养殖
场所有者出具证书，该证书将保持有效，直至
下次正常拜访。

2.18	 如果畜群由于严重偏离“丹麦产品标准”而未能
通过认证，养殖场所有者必须在四周内提交缺
失的文件。如果文件不符合要求，这将导致审
核公司在三个月的截止时间内重新拜访，由此
产生的费用将由养殖场所有者支付。如果重新
拜访时仍然未能通过认证，SPF-SuS数据库中
的认证信息将会失效。审核公司将会相应地通
知正在考虑交易的屠宰场或交易商。

2.19	 如果畜群由于非常严重地偏离“丹麦产品标准”
而未能在审核公司初次拜访时通过认证，该畜
群可以保留认证，但必须接受审核公司在初次
拜访日期后三个月内再次拜访。养殖者负责承
担该等拜访的费用。如果畜群在第二次拜访后
仍然未能通过认证，SPF-SuS数据库中的认证
信息将会失效。审核公司将会相应地通知正在
考虑交易的屠宰场或交易商。

3.0  罚款
3.1	 无视规则的后果将是，未通过丹麦认证的养殖

者在向丹麦屠宰场供应或出口活动物时将被扣
除一定金额的款项。

3.2	 上述款项扣除将由屠宰场或交易商进行。以下
最低金额将从付款中扣除：

	 a.		育成猪：15丹麦克朗/猪
	 b.	>15公斤的仔猪：10丹麦克朗/猪
	 c.		<15公斤的仔猪：8丹麦克朗/猪
	 d.		母猪：90丹麦克朗/猪

3.3	 上述款项扣除将自审核公司通知屠宰场或交易
商畜群未通过“丹麦产品标准”认证计划之日起
开始生效。

4.0 退出该计划
4.1	 Danish	Crown和Tican	Fresh	Meat养殖者/供应

商不可以退出“丹麦产品标准”计划。
4.2	 并非Danish	Crown和Tican	Fresh	Meat养殖者/

供应商的养殖者可以在提前三个月发出书面通
知后退出SEGES生猪养殖计划。重新注册“丹麦
产品标准”计划将需要支付10,000丹麦克朗的注
册费用。

5.0 争议
5.1	 任何关于这些条例解释的问题以及SEGES生猪

养殖机构与CHR注册养殖场所有者之间发生
的任何争议应当提交丹麦农业和食品委员会
（DAFC）仲裁法庭最终解决，相关仲裁规则可
以在svineproduktion.dk网站上找到。

6.0 修订
6.1	 经“丹麦产品标准委员会”建议，SEGES生猪养殖

机构可以更改这些条例。该委员会由来自合作
屠宰场和私营屠宰场的代表、生猪经销商、丹
麦全国生猪养殖者协会和SEGES生猪养殖机构
组成。

6.2	 养殖场所有者有责任始终及时了解现行条例的
最新修订，并确保在审核公司进行审核拜访之
前妥善实施这些条例。“丹麦产品标准”	现行条
例可以在dps.svineproduktion.dk网站上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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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自行审核方案是“丹麦产品标准”的一部分，必须至少每年检查一次，并经畜群负责人签
字。此表格将在审核公司拜访丹麦畜群期间进行检查。

关于动物福利问题方面的指导原则，请参阅参考文献“关于生猪的动物福利指导原则”。
 

项目 是 否
A 已填写“关于主要生产中良好生产实践的行业行为规范”表格并签字

（详见“丹麦产品标准”附录3）

B 拥有关于所进行的所有兽医拜访的文件记录。这些报告必须保留
两年。

C 如果签订了“健康顾问合同”，该合同随时可提供检查。如果制
定了任何动物福利行动计划，该计划可提供检查。

D 所有动物至少每天检查一次。
这是为了确保：

a.   所有动物拥有充足的饮水和饲料供应

b.   符合空间要求

c.   所有动物能够毫无困难地站立、躺下和休息

d.   地面不存在任何光滑或不均匀区域
E 所有机械和自动化设备至少每天检查一次。

F 根据法律规定以谨慎的方式执行所有程序（阉割、断尾、牙齿抛光和
补铁），并注意卫生。

G 如有必要，将生病、受伤和具有攻击性的生猪隔离、转移至病猪圈并
进行治疗。可提供足够数量的病猪圈，并配备适当的设备。在将动物
混合在一起饲养时，采取额外的程序，以确保能够迅速介入。

H 在日常检查期间，进行检查以确认是否有任何咬尾和/或肩胛痛情
况。一旦发现任何新情况，立即进行治疗。

I 可提供击晕用棒和用于放血的锋利刀具和/或用于骨髓穿刺的设备。

J 确保所有生猪始终能够获取数量充足的稻草或其他可操纵自如的材
料，以满足它们稳定站立的需求。

K 确保仅将适合运输的生猪转移到交付设施（交付室）。在有疑问的情
况下，将生猪转移到隔离猪圈，以便动物承运人或兽医能够评估动物
是否处于适合运输的状态。

自行审核执行（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字（畜群负责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于“丹麦产品标准”计划认证的畜群自行审核方案
此表格用于畜群进行与“丹麦产品标准”计划认证有关的自行审核方案

 		丹麦产品标准

SEGES
丹麦农业和食品委员会F.m.b.A.
地址： Axeltorv 3
DK 1609 Copenhagen V

电话： +45 3339 4500
svineproduktion@seges.dk
seges.d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