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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行监测（风险监测）和监督抽查是今年监管能力提升计划

的重要内容，各旗县市及承担任务的单位务必引起高度重视，确保

工作所需的人财物足额到位，强化检测人员及实验室管理，落实国

家、自治区和盟委行署关于疫情防控的要求，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

做好抽样检测各项工作。

2.各地要严格按照程序开展监督抽查，不得与例行监测同时抽

样或相互替代，要利用好监督抽查这个手段，查办一批案件、曝光

一批案件，对违法添加行为形成震慑作用。下半年我局将适时对例

行监测、监督抽查进度较慢的旗县市开展飞行检查并通报有关情况，

同时对监督抽查抽样单、图谱、检测报告等佐证内容开展随机抽查。

今年未开展监督抽查或未查办案件的的旗县，下一年度将相应减少

或不予安排相关经费。

下半年例行抽检（风险监测）和旗县检测任务及监督抽检任务

表详见附件 1、2、3。

（二）调整检测参数

按照农业农村部、自治区今年开展监测的要求，结合我盟的实

际，对农畜水产品参数、检测方法等做了必要的调整。

1.蔬菜、水果：增加除虫脲的检测方法（GB 23200.45-2016），

原 GB/T 5009.147-2003 的检测方法仍适用。

2.畜禽产品：增加产蛋期禁用药物：氟喹诺酮类（恩诺沙星、

环丙沙星、沙拉沙星和达氟沙星）；禽肉、禽蛋增加常规药物：酰

胺醇类（氟苯尼考、氟苯尼考胺和甲砜霉素），产蛋期禁用药物：

酰胺醇类（氟苯尼考、氟苯尼考胺和甲砜霉素），禁用药物：氯霉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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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畜禽产品阿苯达唑及其代谢物和阿维菌素类两项参数。

3.水产品：将常规药物氧氟沙星和诺氟沙星调整为停止使用药

物，食品动物中停止使用药物新增培氟沙星和洛美沙星。

调整后农畜水产检测参数达到 132 项（详见附件 4、5、6、7），

请相关机构根据实际情况有计划地开展练兵和扩项，以适应工作的

需要。

（三）配合做好相关检测工作

1.要配合好自治区农牧厅的例行抽检（风险监测）工作，要加

强相关产品的筛查、监控。特别是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做好代抽代

寄的相关工作。

2.按照农业农村部对部分未纳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

测的产品和参数开展专项监测（风险监测）的要求，各相关旗县市

要配合好有关机构开展玉米、马铃薯、谷子和生鲜乳的抽样工作。

同时要配合好部有关机构做好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应急评估工作。

3.要积极配合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呼和浩特）

开展马铃薯及集中种植蔬菜产品农药残留风险评估、稻谷、谷子和

生鲜乳的品质鉴定调研、抽样及相关工作。

4.要配合谱尼测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方）开展的蔬菜和

禽蛋禽肉专项监测工作。

二、充分发挥牵头单位作用

1.盟农牧局委托盟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指导全盟

监测工作，会商解决监测发现问题。扎旗检测中心承担全盟畜产品

监测工作，科右前旗检测站承担部分盟本级例行抽检任务，牵头单

位要为基层检测机构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答疑解惑。要按季度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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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全盟例行监测、专项监测数据汇总表（具体格式参考《兴安盟 2020

年上半年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方案》中附表 9）。

2.所有承担监测任务的检测机构要主动与被抽检地区沟通联

系，充分考虑疫情防控期间工作实际，要保质保量完成承担盟本级

的检测任务，完成好监管能力提升行动计划中的各项工作。

3.各旗县市要继续与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农牧业综合执法部门

建立合作机制，将推进食用农畜产品合格证制度试行与开展的各类

检验检测工作结合起来，及时通报抽检信息。针对问题产品跟进开

展监督抽查，达到移交标准的，要及时移交农牧业综合执法机构或

公安机关进行依法查处。

三、切实强化培训力度

为充分发挥培训的作用，提高基层检测技术和实验室管理能力，

达到学有所得，学有所长的目的，切实解决检测机构在检测技术和

实验室管理上存在短板和不足，分级分类搞好监管、检测及执法培

训活动。拟于下半年开展基层检测人员培训班。

四、材料报送工作

请各旗县市做好检测周报工作，及时报送不合格样品表和案件

查办情况。在监测工作中如有疑问和建议，请及时与承担监测任务

的检测机构、牵头单位或监管科联系。

联系人：董艳丽（0482-8206988）

达 来（0482-8288890）

邮 箱：xanmjgk@163.com

附表：1.兴安盟2020年农畜水产品下半年例行抽检计划表

2.兴安盟 2020 年下半年旗县检验检测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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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兴安盟 2020 年上半年农畜产品例行监测计划表

监测地区
例行监测（批次）

小计 监测机构
种植产品 畜禽产品

科右中旗
30 50 盟检验检测中心

20 扎赉特旗检验检测站

突泉县
40 60 盟检验检测中心

20 扎赉特旗检验检测站

科右前旗
40 60 盟检验检测中心

20 扎赉特旗检验检测站

乌兰浩特市
40 60 科右前旗检测中心

20 扎赉特旗检验检测站

扎赉特旗
40 60 科右前旗检测中心

20 扎赉特旗检验检测站

阿尔山市
10 10 科右前旗检测中心

合计 200 1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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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兴安盟 2020 年下半年旗县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

检测任务分解表

旗县 定量检测（批次） 定性检测（批次）

科右前旗 100 1500

科右中旗 50 1200

突 泉 县 50 1200

乌兰浩特市 20 1200

阿尔山市 500

扎赉特旗 150 1500

盟农牧场管理局 30 500

合计 400 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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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兴安盟 2020 年下半年监督抽检任务分配表

旗县
监督抽检（批次）

种植业产品 畜禽产品 小计

科右中旗 10 10 20

突泉县 30 10 40

科右前旗 20 10 30

乌兰浩特市 30 30

扎赉特旗 20 10 30

农牧场管理局 20 20

盟检验检测中心 20 10 30

合计： 150 5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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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蔬菜、水果监测项目和检测依据
监测项目 检测依据 备注

禁用农药：甲胺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六六六、三氯杀螨醇（5

种）；

限用：甲拌磷（包括甲拌磷砜和甲拌磷亚砜）、氧乐果、水胺硫磷、

甲基异柳磷、克百威（包括 3-羟基克百威）、涕灭威（包括涕灭威

砜和涕灭威亚砜）、毒死蜱、三唑磷、乐果、乙酰甲胺磷、灭多威

（11 种）；

常规农药：氰戊菊酯、敌敌畏、丙溴磷、杀螟硫磷、二嗪磷、马拉

硫磷、亚胺硫磷、伏杀硫磷、辛硫磷、氯氰菊酯、甲氰菊酯、氯氟

氰菊酯、氟氯氰菊酯、溴氰菊酯、联苯菊酯、氟胺氰菊酯、氟氰戊

菊酯、三唑酮、百菌清、异菌脲、甲萘威、腐霉利、五氯硝基苯、

乙烯菌核利、多菌灵、吡虫啉（26 种）

NY/T 761－2008 或

GB 23200.8－2016

或

GB/T 20769－2008

或

GB23200.113-2018

限用农药：氟虫腈（包括氟甲腈、氟虫腈硫醚、氟虫腈砜）（1 种）

常规：啶虫脒、哒螨灵、苯醚甲环唑、嘧霉胺、甲氨基阿维菌素苯

甲酸盐、烯酰吗啉、虫蟎腈、咪鲜胺、嘧菌酯、二甲戊乐灵、噻虫

嗪、氟啶脲、灭幼脲、灭蝇胺、甲霜灵、霜霉威、多效唑、氯吡脲、

氯虫苯甲酰胺、氯菊酯（异构体之和）、醚菊酯、虫酰肼、吡唑醚

菌酯（23 种）

GB 23200.8-2016

或

GB/T 20769－2008

或

GB23200.113-2018

常规农药：阿维菌素 GB 23200.19-2016

常规农药：除虫脲 GB/T

5009.147-2003，也

可 用 GB

23200.45-2016

共 68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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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畜禽产品监测项目和检测依据
监测项目 样品种类 检测依据 备注

禁用药物： 瘦肉精类（克仑特罗、莱克多巴胺、沙
丁胺醇、特布他林、西马特罗、非诺特罗、氯丙那林、
妥布特罗、喷布特罗）

猪肉、猪肝、
牛肉、羊肉

动物源性食品中β－受体激动剂残留检测-液相色谱-串联质
谱法（农业部 1025 公告-18-2008）或标准修订征求意见稿。

常规药物

磺胺类：磺胺间甲氧嘧啶（SMM）、磺胺二甲嘧啶（SM2）、
磺胺甲噁唑(SMZ)、磺胺二甲氧嘧啶(SDM)、磺胺喹噁
啉(SQ）

猪肉、猪肝、
牛肉、羊肉

磺胺类药物在动物可食性组织中残留的高效液相色谱检测方法
（参见农业部农质发〔2014〕5号）文件附录)。畜禽中 16 种磺
胺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GB/T 20759）。

样品种类新增
“猪肝、牛肉、
羊肉”

常规药物：四环素类（金霉素、土霉素、四环素、强
力霉素）（4种）

猪肉、猪肝、
牛肉、羊肉

动物源性食品中四环素类兽药残留检测方法 液相色谱—质
谱/质谱法与高效液相法（GB/T 21317）。

样品种类新增
“猪肝、牛肉、
羊肉”

常规药物：氟喹诺酮类（恩诺沙星、环丙沙星、沙拉
沙星和达氟沙星）（4种）

禽肉

禽蛋和禽肉中氟喹诺酮类药物及金刚烷胺残留量的测定 液
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操作细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
与检测技术研究所自建方法）。

液相色谱质谱改
成“串联质谱法”

食品动物中停止使用药物：氟喹诺酮类（氧氟沙星、培
氟沙星、诺氟沙星和洛美沙星）
（4种）

禽肉、禽蛋

产蛋期禁用药物：氟喹诺酮类（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沙拉沙星和达氟沙星）（4种）

禽蛋

为 2020 年农业
农村部新增项
目，建议具备条
件的机构适时扩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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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药物：金刚烷胺（1 种） 禽肉、禽蛋

动物源性食品中金刚烷胺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法（GB31660.5－2019）。

1.改成“串联质
谱法”，新增依
据“GB31660.5
－2019”2、检测
方法变为：禽蛋
和禽肉中氟喹
诺酮类药物及
金刚烷胺残留
量的测定 液相
色谱—串联质
谱法操作细则
（中国农业科
学院农业质量
标准与检测技
术研究所自建
方法）。

常规药物：酰胺醇类（氟苯尼考、氟苯尼考胺和甲砜霉
素）（2种）

禽肉
《禽肉和禽蛋中酰胺醇类药物及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
谱－串联质谱法》（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
研究所自建方法）

为 2020 年农业
农村部新增项
目，建议具备条
件的机构适时扩
项

产蛋期禁用药物：酰胺醇类（氟苯尼考、氟苯尼考胺和
甲砜霉素）（2 种）

禽蛋

禁用药物：氯霉素（1种） 禽肉、禽蛋
合计 38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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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水产品监测项目和检测依据

监测项目 检测依据 备注

禁用药物：氯霉素（1种）
按 GB/T20756—2006《可食动物肌肉、肝脏和水产品中氯

霉素、甲砜霉素和氟苯尼考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

联质谱法》进行检测。氟苯尼考胺上机按照附录《水产品

中氟苯尼考胺残留量测定的上机方法》进行。

农业农村部 2020 年新增“氟苯尼考

胺上机按照附录《水产品中氟苯尼考

胺残留量测定的上机方法》进行”，

请相关机构结合实际适时扩项常规：酰胺醇类（甲砜霉素、氟苯尼考和氟

苯尼考胺）（

禁用：孔雀石绿（包括有色孔雀石绿和无色

孔雀石绿）

按 GB/T 20361-2006《水产品中孔雀石绿和结晶紫残留量

的测定-高效液相色谱荧光检测法》检测，阳性样品用GB/T

19857-2005《水产品中孔雀石绿和结晶紫残留量的测定》

液质法确证；或直接按 GB/T 19857-2005《水产品中孔雀

石绿和结晶紫残留量的测定》液质法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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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药物：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包括呋喃唑

酮代谢物 AOZ、呋喃它酮代谢物 AMOZ、呋喃

西林代谢物 SEM 和呋喃妥因代谢物 AHD）（4

种）

按农业部 783 号公告-1-2006《水产品中硝基呋喃类代谢

物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进行检测。

常规药物：磺胺类（包括磺胺噻唑、磺胺嘧

啶、磺胺甲基嘧啶、磺胺二甲基嘧啶、磺胺

甲基异噁唑、磺胺多辛、磺胺异噁唑、磺胺

喹噁啉、磺胺间甲氧嘧啶、磺胺间二甲氧嘧

啶、磺胺氯哒嗪和磺胺甲噻二唑等 12种）

按农业部 1077 号公告-1-2008《水产品中 17 中磺胺类及

15种喹诺酮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进行检测。

常规药物：氟喹诺酮类（包括恩诺沙星、环

丙沙星）（2种）
按农业部 1077 号公告—1—2008《水产品中 17 种磺胺类

及 15 种喹诺酮类药物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

谱法》进行检测。

与上半年《监测方案》的变化：监测

项目中删除“氧氟沙星和诺氟沙星”

食品动物中停止使用药物：氟喹诺酮类（诺

氟沙星、氧氟沙星、培氟沙星和洛美沙星）

（4种）

农业农村部 2020 年将常规药物氧氟

沙星和诺氟沙星”调整为停止使用药

物，同时新增项目培氟沙星和洛美沙

星，请相关机构结合实际适时扩项

共 26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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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水产品中氟苯尼考胺残留量测定的

上机方法
1 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水产品中氟苯尼考胺残留量测定的液相

色谱-串联质谱仪上机方法。

本方法适用于水产品可食部分中氟苯尼考胺残留量测

定的上机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20756-2006 可食动物肌肉、肝脏和水产品中氯霉

素、甲砜霉素和氟苯尼考残留量的测定

3 原理

根据《GB/T 20756-2006 可食动物肌肉、肝脏和水产品

中氯霉素、甲砜霉素和氟苯尼考残留量的测定》的规定，样

品中的氟苯尼考胺在碱性条件下，用乙酸乙酯提取，提取液

浓缩后，用水溶解残渣，经正己烷液液分离脱脂。液相色谱

-串联质谱仪检测，内标法定量。

4 试剂

与氟苯尼考胺检测相关的标准溶液配制方法参照如下：

4.1 氟苯尼考胺标准品：≥99.8%。

4.2 氘代氟苯尼考胺（氟苯尼考胺-D3）标准品：≥98.6%。

4.3 氟苯尼考胺标准储备液

准确称取一定量的氟苯尼考胺标准品至100 mL容量瓶中，

用甲醇溶解，混匀，定容至刻度，配制成浓度为100 µg/mL

标准储备液，冷冻（-18℃）保存6个月。

4.4 氟苯尼考胺标准中间液

准确移取1.0 mL标准储备液（4.3）至100 mL容量瓶中，

用甲醇稀释，混匀，定容至刻度，配制成浓度为1.0 µg/mL

标准中间液，冷冻（-18℃）保存3个月。

4.5 氟苯尼考胺标准工作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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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移取1.0 mL标准中间液（4.4）至10 mL容量瓶中，

用水稀释，混匀，定容至刻度，配制成浓度为100 ng/mL标

准工作液。工作液应现用现配。

4.6 氘代氟苯尼考胺内标储备液

准确称取一定量的氘代内标物标准品至100 mL容量瓶中，

用甲醇溶解，混匀，定容至刻度，配制成浓度为100 µg/mL

的内标储备液，冷冻（-18℃）保存6个月。

4.7 氘代氟苯尼考胺内标中间液

准确移取1.0 mL内标储备液（4.6）至 100 mL 容量瓶

中，用甲醇稀释，混匀，定容至刻度，配制成浓度为1.0 µg/mL

内标中间液，冷冻（-18℃）保存3个月。

4.8 氘代氟苯尼考胺内标工作液

准确移取1.0 mL内标中间液（4.7）至 10 mL 容量瓶中，

用水稀释，混匀，定容至刻度，配制成浓度为100 ng/mL内

标工作液。内标工作液应现用现配。

5 仪器

与GB/T 20756-2006一致。

6 操作步骤

6.1 样品前处理

在氟苯尼考的检测样品中加入30µL氘代氟苯尼考胺内

标中间液（4.7），按照GB/T 20756-2006进行提取、浓缩和

净化，定容溶液离心后过0.2 μm水相滤膜，供液相色谱-串

联质谱测定。

6.2 空白基质溶液的制备

称取5.00g（精确至0.05g）空白样品5份，除不加内标中间

液外，其他按 6.1步骤操作。

6.3 仪器参考条件

6.3.1 液相色谱条件

a) 色谱柱： TSKgel Amide-80，100 mm2.0 mm, 5µm；

或性能相当者；

b) 流动相：A为2 mmol/L乙酸铵水溶液（含0.1%甲酸），

B为乙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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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流速：0.4 mL/min；

d) 柱温：40℃；

e) 进样体积：10 μL。

表 1 梯度洗脱条件

时间 (min) A (%) B (%)

0.00 20 80

0.50 20 80

3.50 40 60

4.00 40 60

4.50 20 80

6.50 20 80

6.3.2 质谱条件

a) 离子化模式：电喷雾离子源(ESI)，正离子模式；

b) 喷雾电压：5500 V；

c) 气流量：雾化气、气帘气、辅助加热气、碰撞气均为

高纯氮气或其他合适气体，使用前应调节流量以使质谱灵

敏度达到检测要求；

d) 辅助气温度：600℃；

e) 扫描方式：选择反应监测，离子对、去簇电压及碰

撞能量见表2。

表 2 选择反应监测母离子、子离子和碰撞能量

化合物名称
母离子

（m/z）

子离子

（m/z）

去簇电压

（V）

碰撞能量

（V）

氟苯尼考胺 248.3
130.2*

100
33

230.2 18

氘代氟苯尼考

胺
251.3 233.2 100 20

6.4 标准曲线的制作

吸取一定量的标准工作液（4.5）和内标工作液（4.8）

于进样小瓶中，用空白基质液（6.2）稀释成氟苯尼考胺浓

度为 0.5 ng/mL、2.5 ng/mL、5.0 ng/mL、25.0 ng/mL、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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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mL，氘代氟苯尼考胺内标浓度均为 2.0 ng/mL 的上机溶

液。

将标准系列溶液上机测定，以氟苯尼考胺峰面积和氘代

氟苯尼考胺峰面积的比值为纵坐标，以氟苯尼考胺的浓度

(ng/mL)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6.5 定性方法、定量方法

参照GB/T 20756-2006中的方法。

7 结果计算

样品中氟苯尼考胺的含量按下式计算。

X=
C  

m
V f


式中：

X —样品中氟苯尼考胺的残留量，μg/kg；

C —由标准曲线得出的样品溶液中氟苯尼考胺的浓度，

ng/mL；

V— 最终定容体积，mL；

f —稀释倍数；

m —称样量，g。

注：结果以平行测定的算术平均值表示，保留三位有效

数字。

8 检测方法灵敏度、准确度和精密度

8.1 灵敏度

氟苯尼考胺的检出限为1.0 µg/kg，定量限为2.0 µg/kg。

8.2 准确度

本方法回收率为 70%～120% 。

8.3 精密度

本方法批内相对标准偏差≤15%，批间相对标准偏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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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风险评估、应急评估、品质评鉴及专项监测计划抽样一览表

盟市和县区

采样数量（批次）

马铃薯 蔬菜 小米 稻米 玉米
生乳和原料乳

牛肉
牛乳 马乳 驼乳 羊乳

呼伦贝尔 牙克石 10 / / / / / / / / /

兴安盟

科右前旗 / / 10 13 / / / / / /

扎赉特旗 / / / 13 5 / / / / /

乌兰浩特市 / / / 8~13 / / / / / /

阿尔山 10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