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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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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DB5104/T 51.5—2021《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 第5部分：农贸市场》，与DB5104/T

51.5—2021相比，除结构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修改了 6.2 部分内容（见 6.2.4）；

b) 修改了表 A.1 一般项相关内容（见表 A.1 一般项）；

c) 增加了表 A.1 一般项的评分项目“氛围营造”，调整了部分评分项目的内容和基本要求（见表

A.1 一般项）；

d) 调整了部分条款的篇章结构和表述方式。

本文件由攀枝花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攀枝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攀枝花市商务局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攀枝花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攀枝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攀枝花市商

务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文元、邓春莉、陈晓燕、李健源、周朝华、成晓、王家元、王强、张银、

罗磊。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21年首次发布为DB5104/T 51.5—2021；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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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 第 5 部分：农贸市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的农贸市场的术语和定义、基本条件、通用要求、建设要求、

评价与改进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的农贸市场建设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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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1720 农贸市场管理技术规范

GB/T 33659 农贸市场计量管理与服务规范

DB 5104/T 51.1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 第1部分：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基本条件

参与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的农贸市场应满足DB5104/T 51.1中第4章规定的条件。

5 通用要求

参与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的农贸市场应满足DB5104/T 51.1中5.3通用基本要求。

6 建设要求

6.1 管理规范

6.1.1 市场应建立健全管理服务制度，采取措施确保制度严格执行。鼓励制定市场文明公约、诚信承

诺，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6.1.2 市场经营管理人员应文明管理，诚信自律，明确岗位职责，具备职业操守。建立评价改进机制，

组织常态化监督检查，对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组织专项整治。

6.1.3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和公众安全风险防控制度，完善风险上报、处置机制，定期或不

定期组织开展教育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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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场内应设置管理服务办公室、宣传栏（公示栏）、导购图、监控、服务台、广播、休息椅、意

见簿、箱等公共服务便民设施，提升顾客消费体验。

6.1.5 增强环保意识，场内不应销售、使用超薄塑料购物袋。

6.2 产品质量

6.2.1 完善入场农产品质量安全审核管理机制，指导商户建立农产品进销货管理台账，严格执行商品

入市索证索票制度。

6.2.2 禁止销售掺杂掺假、以次充好、假冒伪劣、过期失效、变质等不合格产品，以及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等国家规定不允许上市交易的产品。

6.2.3 建立固定摊位商户管理档案，自产自销经营户全部实行登记备案。配备质检人员，对入场农产

品各种单证真伪及有效期进行验证，肉类、禽类、蛋类等产品应能提供检疫合格证。

6.2.4 配备检验人员和检测设备，对农产品进行抽样检测。检测异常或产品出现有毒、有害、过期、

变质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应及时下架封存，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6.2.5 现场制售、熟食经营应严格落实“三防”制度，非自制自售的凉菜(卤味、熟食、凉拌菜)等即

食易腐食品应由合法的生产加工单位提供。自制自售但制售点分离的，生产加工现场、人员健康、加工

原料等情况应在销售点进行公示。

6.2.6 预包装食品的标签标识及散（裸）装食品的容器、外包装上的标识、捆扎胶带，应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要求。

6.3 诚信经营

6.3.1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杜绝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串通操纵市场价格、哄抬物价等违法违规

行为。场内商户应诚信经营，不欺诈、不违规违法经营、不偷税漏税欠税，建立良好的社会信誉。

6.3.2 应建立商户档案，完善信用评价机制。商户应证照齐全，实现亮证亮照经营，不得超范围经营

或非法转让证照。

6.3.3 场内应规范产品称重行为，使用检定合格的计量器具，计量管理符合 GB/T 33659 规定。设立复

验计量器具，确保正常使用。

6.4 经营场所

6.4.1 经营环境应符合 GB/T 21720 规定。市场应主营各类主副食品，非食品类商品不宜在场内经营。

6.4.2 市场区域规划应科学合理，周边环境整洁有序，无占道乱设摊，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有序。

6.4.3 鼓励按照商品种类划行归市设置交易区，同类商品区域相对集中，实行分区经营，分区标志清

晰，经营区之间应有通道分隔。

6.4.4 完善环境卫生管理制度，对场内公共区域及经营商户区域进行定期消杀，分开设立生食与熟食、

待加工和直接入口食品摊位，独立制作、存放、销售即食易腐食品。

6.4.5 场内建有公共厕所的，应安排专人进行清洁、维护，保证厕内环境干净、卫生、无异味。

6.4.6 应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场内从事直接入口食品的相关人员应持有健康证明，

工作时佩戴卫生衣帽、口罩。

6.4.7 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灭火器材数量充足、完好有效，无违章用火用电情况出现。

6.5 消费者权益保护

6.5.1 场内应设置消费维权服务站，安排固定的办公场所，指定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投诉处理工作。

完善消费投诉处理制度，明确处理流程、要求，并在场内显著位置设置投诉箱，公布投诉热线电话、地

点、联系人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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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市场应建立消费投诉快速处理机制，完善投诉处理台账，做到一般投诉和处理不出摊位，较大

投诉和处理不出市场，及时处理消费者投诉，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投诉应在 5 日内处理完毕，消

费投诉处结率达到 100%，投诉处理综合满意率达到 90%以上。

6.5.3 建立服务监督改进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消费者满意度抽样调查，听取消费者对市场的意见

和建议。健全消费投诉处理回访制度，及时通报对消费维权和投诉处理检查情况。

6.5.4 建立与消费投诉热线以及各级消协（委）组织消费纠纷处理案件有效衔接工作机制，及时为消

费者提供专业的救济服务。

7 评价与改进

7.1 自我评价

7.1.1 总则

农贸市场建立定期评价及重大事项评价双向机制，应在前期开展承诺、践诺等建设工作的基础上，

对照评价要求进行自我评价，评价指标参照附录A。

7.1.2 定期评价

农贸市场实行每年一次的自我评价，评价后完成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自评报告，格式见DB5104/T

51.1的附录C。

7.1.3 重大事项评价

农贸市场针对重大消费投诉及突发性消费维权事件（可是单位内，也可是行业内重大事件）进行评

价，通过领导小组会议，内部讨论学习等开展自我评价。

7.2 第三方评价

农贸市场也可通过第三方机构进行实地评价，通过舆论监测、投诉举报分析、开展消费体验、组织

评估等方式，对照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要求的内容进行跟踪检查，为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活动提出

合理建议。

7.3 改进

农贸市场通过开展自我评价或经第三方评价后，要及时针对评价中暴露的问题进行分析研判，提出

改进意见，制订改进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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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农贸市场考核评分表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农贸市场考核评分表见表A.1。

表 A.1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农贸市场考核评分表

序号 内容和基本要求 审核评价情况 备注

否决项

1
市场近三年内是否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和影响社会稳

定的群体性事件
□是 □否

2

是否存在因市场故意销售不合格食品（含食用农产

品，下同）、垄断经营、涉黑涉恶行为受到立案查

处或具有其他严重违法行为

□是 □否

3
场地不具有不动产权证书或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报

告、消防合格证明；未按规定接受消防检查合格
□是 □否

4

市场周边是否存在对市场造成污染的有毒有害气

体、水体、烟雾、粉尘等污染源；市场内是否有生

产或贮存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品的场所

□是 □否

一般项

序

号

评分

项目
内容与基本要求 分值 评分标准 备注

1

管理

规范

市场建立食品安全、产品检验、溯源管理、进货

查验、消费投诉、卫生管理、教育培训、安全管

理、管理服务等全套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4

每具备 1 项制度和检查记录得 0.5

分，总得分不超过 4 分；没有对应

检查记录的不得分

2

制定市场文明公约，编制投诉公示、诚信经营、

市场公约等承诺书。市场主要管理制度采取张贴

上墙等方式予以公示，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2
商户签订市场经营承诺书得 1 分；

管理制度上墙得 1分

3

市场应建立评价改进机制，组织常态化监督检

查，对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组织专项整治并取

得实效

2
有完整的开展市场监督检查、整改

记录得 2分；记录不齐全得 1分

4
分批分类开展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管理服务、

岗位职责等方面的培训活动
4

制定有市场风险防控制度得 2 分；

有明确培训计划，能提供培训活动

相应证明得 2 分；培训资料不齐全

得 1分

5

设置服务管理办公室、宣传栏（公示栏）、导购

图、服务台、广播、休息椅、意见簿、箱等公共

服务便民措施

4

每具备1项服务便民措施得 0.5分，

总得分不超过 3 分；相关设施有专

人维护、正常使用得 1分

6 产品 指导商户建立产品进销货管理台账 4 制定有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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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有执行记录得 2 分，不能提供记录

得 1 分；商户建立有台账且记录信

息完整、准确得 2 分，台账信息不

完整得 1分

7
配备质检人员，核对进货产品与产品检疫检验合

格单（证），对各种单证进行真伪及有效期验证
4

有安排专门人员查验产品票证并有

记录得2分；记录不完整得1分；经

营产品能提供检验检疫合格证得2

分

8

配备检验人员和检测设备，对产品进行抽样检

测。检测异常以及产品出现有毒、有害、过期、

变质等质量卫生问题时，及时下架封存，并向相

关职能部门报告

4
市场配备所需检测人员、设备得2

分；能提供完整检测记录得2分

9
固定摊位商户建立食品、农产品安全管理档案；

自产自销商户全部实行登记备案
3

建立有商户档案，相关信息完整得2

分，信息缺失得1分；流动商贩实现

登记备案的得1分

10

现场制售、熟食经营落实“三防”制度，非自制

自售的凉菜(卤味、熟食、凉拌菜)等即食易腐食

品由合法的生产加工单位提供，自制自售但制售

点分离的，生产加工现场、人员健康、加工原料

等情况在销售点公示

3

有采取措施落实“三防”制度得1分；

加工食品能提供生产加工信息并公

示得2分，信息不完整或未公示得1

分

11
预包装食品的标签标识及散装食品的容器、外包

装上的标识，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要求
1

产品包装材质安全，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要求得1分

12

诚信

经营

商户证照齐全，实现亮证亮照经营，不超范围经

营或非法转让证照；食品摊点在醒目位置悬挂食

品摊贩备案

5

商户证照齐全，亮照经营得2分；没

有超范围经营、非法转让证照等违

法违规行为得2分；食品摊点悬挂信

息公示卡的得1分

13

建立商户诚信档案和信用奖惩机制，对拥有及保

持良好信用的商户，进行一定的物质奖励或优惠

摊位费、优先招投标、评选先进等；对失信商户，

运用舆论、经济、限制场内经营等手段进行惩戒。

4

建立有商户诚信档案，并及时更新

内容得2分；有开展商户信用评价，

并有具体奖惩措施得2分

14
场内商户诚信经营，不欺诈、不违规违法经营、

不偷税漏税欠税，建立良好的社会信誉
4

没有欺诈、偷税漏税欠税等违规违

法经营行为得4分

15

使用经强制检定合格的计量器具，定期对计量器

具进行检定校准，计量、称重操作规范，计量结

果公平准确；市场设立复验计量器具

3

商户使用合格计量器具，能提供定

期检定校准记录得2分，记录不完整

得1分；在场内明显位置设立能正常

使用的复验计量器具得1分

16
经营

场所

市场应主营各类主副食品，非食品类产品不宜在

场内经营。同类产品区域设置相对集中，鲜、活、

生、熟、干、湿产品之间应有通道分隔；食品与

非食品经营区域分开设置

4

场内主营各类主副食品，不同产品

经营区域分开设置得2分；功能分区

标志清晰得2分

17
设置停车规模相适应的停车场，停车场地面应承

重、耐磨、防滑，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应划线分别
4

停车场面积不少于市场总面积的

30%得1分；停车场标识齐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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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放，停车场内应按交通管理规范设置必要的停

放、行驶标识

设置得1分；机动车停放管理有序，

无乱停乱放情况得2分

18

交易空间宽敞、明亮，无异味；台面整洁、无污

渍，保持地面干燥、清洁；营业摊位产品摆放整

齐有序，做到摊位内外无垃圾暴露，无杂物堆放，

临近通道洁净、无污物；排水设计布局合理，排

水排污通畅

4

垃圾桶配备齐全，并按要求加盖得1

分；墙面卫生整洁，无乱画、乱张

贴现象得1分；地面平整干净，无破

损、无积水、无垃圾得1分；产品摆

放整齐、不滴水得1分

19

做好经营场所的通风消毒、卫生清洁、个人防护

和日常健康监测等常态化环境卫生管理工作；从

事直接入口食品的相关从业人员持有健康证明，

佩戴卫生衣帽、口罩；建有公共厕所的，公厕保

持干净、卫生、无异味

4

有环境卫生管理专门人员，能提供

工作记录得1分；从业人员能提供有

效健康证明得1分；厕内地面无积

水、无积垢、无异味，无纸屑等杂

物得2分

20

鲜肉类、水产品、熟食类加工所用的操作台、切

割用具及盛器均每日进行严格清洗、消毒，并按

规定位置加盖存放；活水鱼蓄养池用消毒水定期

进行清洗、消毒，其他蓄养用具定期清洗；设有

活禽交易的市场，活禽交易区与其它交易区物理

隔离，配套有冲洗、消毒等设施

2

畜禽、水产类柜台、器具严格清洗、

消毒，能提供工作记录得2分；记录

不完整得1分

21

生食与熟食、待加工和直接入口食品摊位分开设

立，加工生、熟食品的容器具及用具分开使用；

凉菜(卤味、熟食、凉拌菜)等即食易腐食品，独

立制作、存放、销售

2

生、熟食摊位、器具分开设立、使

用得1分；即食易腐食品，独立制作、

存放、销售得1分

22

肉类、半成品摊位配套有冷藏保鲜设施；豆制品、

直接入口散装食品配备有封闭式的防蝇、防尘等

卫生设施；熟食、凉菜销售、糕点裱花等按照要

求配备冷藏设施

2
按规定配备必要冷藏保鲜设施，能

够正常使用得2分

23

配备消防、物业专业人员；消防设施和器材；定

期检查并维护电路、用电设施，确保用电安全；

设有标志明显的紧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应急

照明设施等

2

有配备足够数量的消防、物业管理

人员、设施，并有完整工作记录得2

分；记录不齐全得1分

24

制定消防安全、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做好健

康教育、防疫培训、防疫物资储备等工作；定期

或不定期组织演练、培训
5

有制定科学合理应急预案，应急准

备充分得2分；有明确培训计划得1

分；能提供完整培训记录得2分，记

录不完整得1分

25
设有治安值班室和消防监控室，相关人员应经过

专业培训，持证上岗
2

设立消防、物业管理固定场所，工

作人员职责明确得2分

26

摊位设置和堆放物品不得占用、堵塞消防安全疏

散通道、消防车通道和防火间距，不能影响消防

设施和器材的使用

1 消防通道顺畅、无堵塞得1分

27

消费

者权

益保

设置消费维权服务站，完善投诉处理制度，建立

投诉处理台账；在醒目位置公示“消费维权服务

站电话”

5

场内设立消费维权服务站，有固定

的办公场所和专门的工作人员得 2

分；建立有投诉处理制度并严格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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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行得 1 分；有完整的投诉处理台账

得 1 分；维权信息在场内醒目位置

公示得 1分

28

建立服务监督机制，定期对消费者进行满意度抽

样调查，听取消费者对市场的意见和建议，并限

时制定解决问题的措施，及时反馈消费者

2

建立消费者满意度调查机制并能提

供调查记录得 2分，记录不齐全得 1

分

29
建立消费投诉处理情况回访、随机抽查等制度，

及时通报对消费维权和投诉处理检查情况
2

有消费投诉回访制度并能提供相应

记录得 2分，记录不完整得 1分

30

建立消费投诉快速处理机制，做到一般投诉和处

理不出摊位，较大投诉和处理不出市场，及时处

理消费者投诉，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市场建立投诉快速处理机制并有效

运行得 2 分；消费投诉在 5 日内处

理完毕得 1 分；消费投诉处结率达

到 100%得 1 分；投诉处理综合满意

率达到 90%以上得 1分

31

建立与消费投诉热线以及各级消协（委）组织消

费纠纷处理案件有效衔接工作机制，及时为消费

者提供专业的救济服务

1
与消费投诉有关职能部门、单位建

立有效沟通机制得 1分

32

维权站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开展法律咨询、消费宣

传教育、消费纠纷和解、业务培训等免费公益性

服务活动

2

有开展消费维权宣传活动并能提供

相应记录得 2 分，记录不完整的 1

分

33

氛围

营造

市场主体重视放心舒心工作，有对应的管理要求

和工作开展记录文件
3

开展相关工作并提供对应证明，得 3

分

34

市场主体制作《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承诺书》，

并在本单位经营场所、网站或媒体平台等醒目位

置公开展示

2 有承诺书并主动展示，得 2分

35

市场主体应在经营场所或网站显著位置规范使

用“美丽诚信攀枝花、放心舒心消费城”标记，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2 有相关标记，得 2分

36

现场氛围浓郁，放心舒心宣传内容与场所整体风

格协调一致 3

现场考察综合打分，氛围一般得 1

分，氛围较好的 2 分，氛围与风格

一致得 3分

加分项

序

号

评分

项目
内容与基本要求 分值 评分标准 备注

1

加分

项

产品明码标价，标签应标明品名、计价单位、产地、

零售价等主要内容，对于有规格、等级、质地等要

求的，还应标明规格、等级、质地等项目

4

标价内容真实明确、字迹清晰、货

签对位、标示醒目得 2 分；标签内

容完整规范，注明产品生产加工有

关信息得 2分

2
引导使用环保型塑料购物袋，提倡推广菜篮子、布

袋子，环保氛围浓厚
2 场内基本使用环保型购物袋得 2分

3 闭市后各摊位配置统一颜色规格的遮盖布 2
闭市对摊位进行遮盖，遮盖布颜色

规格统一得 2分，不统一得 1分

4 在蔬菜上市前进行无泥沙、无腐叶、无根须、无过 2 实现净菜上市得 2 分，有相应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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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水份处理 措施得 1分

注：不适用项不得分，总分作相应调整。此资料性附录分值可根据有关部门要求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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