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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猪标识

质量、安全、技术规格和物理特性等符

合农业农村部《关于贯彻实施<畜禽标识

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农医发

[2006]8 号）中附件 1《牲畜耳标技术规

范》的规定,要求如下：

（1）耳标原材料

牲畜耳标原材料应采用无毒、无异味、

无刺激、无污染的聚乙烯材质制造。再

生塑料不得作为制造牲畜耳标的原材

料。投标文件中提供符合国家要求的具

备检测资质机构的 2017 年或 2018 年耳

标生产原材料检测合格证明（保证无毒、

无异味、无刺激、无污染）。

（2）耳标外观

颜色、形状、各部位规格尺寸符合标准

样式规定。表面光洁，边缘光滑，色泽

均匀。

★（3）耐用性能

牲畜耳标在自然环境中使用，一年内掉

标、断标、碎标率合计不超过所加施耳

标的 2%。

（4）字迹附着力

耳标编码用激光方式刻录，字迹应均匀

透入耳标内部。字迹清晰，在自然环境

中不褪色。

二维码识读率不得低于 99.99%。

★（5）强度

主标和辅标结合牢固，脱落力大于

200N。耳标单件整体拉伸时，耳标头和

耳标面脱离的断裂力大于 230N。

（6）耐温性能

在-30－50℃的情况下能够正常使用，钳

压不破碎，不应发生脱离、变形、折裂。

（7）工艺要求

耳标不应出现缺料、溢料、塌坑、冷料、

气泡、变形、分层等缺陷。

（8）包装要求：

万套 310.16 否



产品包装符合《家畜用耳标及固定器》

（NY 534－2002）规定。

主标包装标准：猪耳标 16 枚/小包、牛

耳标 16 枚/小包、羊耳标 10 枚/小包。

辅标包装标准：猪 96 枚/小包、牛 48

枚/小包、羊 100 枚/小包。

耳标分批次包装并在批次包装上粘贴批

次信息标签，装入标准包装箱内，包装

表面须注

明耳标数量及编码起止号，粘贴（标注）

箱信息，同时标注生产企业名称及地址。

（9）配套耳标钳要求

配套提供符合NY 534－2002标准的自动

反弹式耳标钳，所附带耳标针必须能与

各畜种耳标配套使用，其牢固性、抗摔

性、耐用性、弹性、设计合理性、易操

作性等各项指标符合标准要求。配套标

准：猪耳标每 5000 套配备 4 把，牛耳

标每 1000 套配备 1 把，羊耳标每

4000 套配备 3 把，每把耳标钳附带 30

枚耳标针。

自动反弹式耳标钳、钳针、弹簧或分离

片均由优质不锈钢制成。

备注：耳标产品标准符合农业部牲畜耳

标技术规范。

2 牛标识

质量、安全、技术规格和物理特性等符

合农业农村部《关于贯彻实施<畜禽标识

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农医发

[2006]8 号）中附件 1《牲畜耳标技术规

范》的规定,要求如下：

（1）耳标原材料

牲畜耳标原材料应采用无毒、无异味、

无刺激、无污染的聚乙烯材质制造。再

生塑料不得作为制造牲畜耳标的原材

料。投标文件中提供符合国家要求的具

备检测资质机构的 2017 年或 2018 年耳

标生产原材料检测合格证明（保证无毒、

无异味、无刺激、无污染）。

（2）耳标外观

颜色、形状、各部位规格尺寸符合标准

样式规定。表面光洁，边缘光滑，色泽

均匀。

★（3）耐用性能

牲畜耳标在自然环境中使用，一年内掉

万套 5.53 否



标、断标、碎标率合计不超过所加施耳

标的 2%。

（4）字迹附着力

耳标编码用激光方式刻录，字迹应均匀

透入耳标内部。字迹清晰，在自然环境

中不褪色。

二维码识读率不得低于 99.99%。

★（5）强度

主标和辅标结合牢固，脱落力大于

200N。耳标单件整体拉伸时，耳标头和

耳标面脱离的断裂力大于 230N。

（6）耐温性能

在-30－50℃的情况下能够正常使用，钳

压不破碎，不应发生脱离、变形、折裂。

（7）工艺要求

耳标不应出现缺料、溢料、塌坑、冷料、

气泡、变形、分层等缺陷。

（8）包装要求：

产品包装符合《家畜用耳标及固定器》

（NY 534－2002）规定。

主标包装标准：猪耳标 16 枚/小包、牛

耳标 16 枚/小包、羊耳标 10 枚/小包。

辅标包装标准：猪 96 枚/小包、牛 48

枚/小包、羊 100 枚/小包。

耳标分批次包装并在批次包装上粘贴批

次信息标签，装入标准包装箱内，包装

表面须注

明耳标数量及编码起止号，粘贴（标注）

箱信息，同时标注生产企业名称及地址。

（9）配套耳标钳要求

配套提供符合NY 534－2002标准的自动

反弹式耳标钳，所附带耳标针必须能与

各畜种耳标配套使用，其牢固性、抗摔

性、耐用性、弹性、设计合理性、易操

作性等各项指标符合标准要求。配套标

准：猪耳标每 5000 套配备 4 把，牛耳

标每 1000 套配备 1 把，羊耳标每

4000 套配备 3 把，每把耳标钳附带 30

枚耳标针。

自动反弹式耳标钳、钳针、弹簧或分离

片均由优质不锈钢制成。

备注：耳标产品标准符合农业部牲畜耳

标技术规范。

质量、安全、技术规格和物理特性等符



3 羊标识

合农业农村部《关于贯彻实施<畜禽标识

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农医发

[2006]8 号）中附件 1《牲畜耳标技术规

范》的规定,要求如下：

（1）耳标原材料

牲畜耳标原材料应采用无毒、无异味、

无刺激、无污染的聚乙烯材质制造。再

生塑料不得作为制造牲畜耳标的原材

料。投标文件中提供符合国家要求的具

备检测资质机构的 2017 年或 2018 年耳

标生产原材料检测合格证明（保证无毒、

无异味、无刺激、无污染）。

（2）耳标外观

颜色、形状、各部位规格尺寸符合标准

样式规定。表面光洁，边缘光滑，色泽

均匀。

★（3）耐用性能

牲畜耳标在自然环境中使用，一年内掉

标、断标、碎标率合计不超过所加施耳

标的 2%。

（4）字迹附着力

耳标编码用激光方式刻录，字迹应均匀

透入耳标内部。字迹清晰，在自然环境

中不褪色。

二维码识读率不得低于 99.99%。

★（5）强度

主标和辅标结合牢固，脱落力大于

200N。耳标单件整体拉伸时，耳标头和

耳标面脱离的断裂力大于 230N。

（6）耐温性能

在-30－50℃的情况下能够正常使用，钳

压不破碎，不应发生脱离、变形、折裂。

（7）工艺要求

耳标不应出现缺料、溢料、塌坑、冷料、

气泡、变形、分层等缺陷。

（8）包装要求：

产品包装符合《家畜用耳标及固定器》

（NY 534－2002）规定。

主标包装标准：猪耳标 16 枚/小包、牛

耳标 16 枚/小包、羊耳标 10 枚/小包。

辅标包装标准：猪 96 枚/小包、牛 48

枚/小包、羊 100 枚/小包。

耳标分批次包装并在批次包装上粘贴批

次信息标签，装入标准包装箱内，包装

万套 10.64 否



表面须注

明耳标数量及编码起止号，粘贴（标注）

箱信息，同时标注生产企业名称及地址。

（9）配套耳标钳要求

配套提供符合NY 534－2002标准的自动

反弹式耳标钳，所附带耳标针必须能与

各畜种耳标配套使用，其牢固性、抗摔

性、耐用性、弹性、设计合理性、易操

作性等各项指标符合标准要求。配套标

准：猪耳标每 5000 套配备 4 把，牛耳

标每 1000 套配备 1 把，羊耳标每

4000 套配备 3 把，每把耳标钳附带 30

枚耳标针。

自动反弹式耳标钳、钳针、弹簧或分离

片均由优质不锈钢制成。

备注：耳标产品标准符合农业部牲畜耳

标技术规范。

2.1 服务要求

成交企业应全部满足下列服务条款，如在后续的供货及服务中有一项未满足

要求的，采购方将有权追究其相关责任。

2.1.1 产品包装与价格

供应商应当按照采购方的要求提供不同包装规格的产品，产品外包装、瓶签

应美观耐用，且瓶签内容完整，包括产品名称、批准文号、生产批号、生产日期、

有效期、失效时间、企业名称、注意事项、用法与用量等，符合农业部的相关规

定。包装价须包含在合同总价内。

2.1.2 送货方式及费用

由供应商负责送货到采购方指定的地点，且应按采购方要求的时间及时送达。

送货时应提前两天通知采购方做好接货准备，如果供应商未在规定时间内供货或

提供的货物品种、型号、规格、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时，采购方有权拒绝签收。

2.1.3 产品验收

产品在送达后应无破损，产品到货后若发现质量问题，供应商必须在接到通

知后两日内派人或委托单位到现场核查，一经核实后应及时更换所有存在问题的

产品，并承担由此引发的损失和相关费用。

2.1.4 产品质量检验

供应商供应的产品若存在含量不足、效力不达标以及其他指标和参数不符合



国家要求等质量问题的，即行中止供货合同。上述企业中止供货后，对尚未供应

到位的产品，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赔偿相应的损失并追究其相关责任。

供应商在国家有关部门对其产品进行质量检验中不合格，并被责令停产整顿

的，即行中止供货合同，并赔偿因使用不合格产品造成的相关损失，采购人有权

追究其相关责任。

2.1.5 技术服务

2.1.5.1 为确保不发生防疫次生灾害事故。投标人若中标，需自行与相关区市

对接防疫事宜。若发生防疫次生灾害事故，责任由成交人全部负责并赔偿所有损

失。

2.1.5.2本项目投标人能在青岛辖区内组织人数达到100人及以上的技术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