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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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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部分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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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随着预包装临期食品市场不断发展，从线下的小规模经营发展到线上多种销售模式，如何构建让消

费者放心的预包装临期食品销售服务，特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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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包装临期食品  

电子商务平台销售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预包装临期食品在电子商务平台销售服务的电子商务平台分类、电子商务平台运营商、

电子商务在线销售商、电子商务配送服务商、电子平台支付服务商的基本要求、投诉与处理、持续改进

的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电子商务平台开展预包装临期食品的销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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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493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洗涤剂  

GB 1493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剂 

GB 3160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冷链物流卫生规范 

GB/T 31782  电子商务可信交易要求 

GB/T 35409  电子商务平台商家入驻审核规范 

GB/T 37029  食品追溯  信息记录要求  

GB/T 39319  电子商务交易主体统一标识编码规则 

SN/T 1642  进出口预包装食品检验通则  

WB/T 1060  道路运输  食品冷藏车功能选用技术规范 

T/CCPITCSC 080  预包装临期食品流通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预包装食品 

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的食品，包括预先定量包装以及预先定量制作在包装材

料和包装容器中并且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或体积标识的食品。  

[来源: GB 7718—2011,2.1]  

 3.2 

预包装临期食品 

接近食品保质期，并在保质期内，属于安全范围的预包装食品。 

[来源: T/CCPITCSC 080—2021,3.2] 

 3.3 

电子商务 electronic commerce  

以电子形式进行的商务活动。 
注： 经济活动主体之间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含互联网、移动网络和其他信息网络）开展商务活动，实现

网上接洽、签约、支付等关键商务活动环节的部分或全部电子化，包括货物交易、服务交易和知识产权交易等。 

[来源: GB 31782—20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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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电子商务平台 electronic commerce platform  

电子商务活动中为交易双方或多方提供交易撮合及相关服务的信息网络系统总和。 

[来源: GB 31782—2015,2.2]  

 3.5 

电子商务交易主体 electronic commerce trading subject  

利用电子商务平台进行商品或服务交易和提供服务的各方，包括电子商务在线销售商、消费者、电

子商务配送服务商和电子商务支付服务商。 

[来源: GB 31782—2015,2.3]  

 3.6 

电子商务交易客体 electronic commerce trading object  

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交易的商品或服务。 

[来源: GB 31782—2015,2.4]  

 3.7 

电子商务在线销售商 online seller 

在电子商务服务商提供的服务平台上开展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营销活动的组织或个人。以下简称在

销售商。 

[来源: GB 31782—2015,2.5]  

 3.8 

消费者 consumer 

顾客 

利用电子商务平台选购商品与服务的组织或个人。 

[来源: GB 31782—2015,2.6]  

 3.9 

电子商务配送服务商 delivery service provider 

依法注册登记的，为电子商务服务商、在线销售商和消费者提供配送服务的组织或个人。以下简称

配送服务商。 

[来源: GB 31782—2015,2.7]  

 3.10 

电子商务支付服务商 payment service provider 

依法注册登记的，为电子商务交易的组织或个人提供电子商务交易支付服务平台的组织。以下简称

支付服务商。 

[来源: GB 31782—2015,2.8]  

4 电子商务平台分类 

交易对象 4.1 

按交易对象分类，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模式： 

—— B2C ( Business to Consumer），即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 

—— B2B (Business to Business），即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 

—— C2C ( Consumer to Consumer），即网上拍卖，消费者之间交易的平台； 

—— B2A ( Business to Agents），即企业与代理商之间的电子商务； 

—— B2M （Business to Manager），即企业与产品的销售者或者为其工作者的交易（非终端）； 

—— M2C （Manager to Consumer），即产品的销售者或者为其工作者与（终端）消费者之间的电

子商务的交易； 

—— ABC模式（Agents、Business、Consumer），代理商、商家、消费者为一体的交易平台。 

业态形式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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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业态形式分类，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形态： 

—— 综合电商；  

—— 社区电商； 

—— 社交电商；  

—— 直播销售。 

5 电子商务平台运营商基本要求  

基本条件 5.1 

5.1.1 具有依法设立或注册的工商营业执照。 

5.1.2 获得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和相关食品销售专项资质。 

5.1.3 具备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具有资金储备。 

5.1.4 具有固定场所和经营设施设备。 

5.1.5 具备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人员管理 5.2 

5.2.1 培养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崇尚社会风气的员工。 

5.2.2 依法建立人员管理招聘机制，保障员工合法权益。 

5.2.3 建立各岗位管理制度，针对各岗位要求进行培训。 

管理要求 5.3 

5.3.1 建立信息管理系统，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要求： 

—— 记录交易主体统一标识编码符合 GB/T 39319； 

—— 满足交易主体信息采集、验证、审核、脱敏、脱密、公开与保护的信息化建设需求，确认补

充预包装临期食品数据目录； 

—— 设立专职或兼职人员，负责宣传节粮减损和监督销售预包装临期食品商家信息记录； 

—— 建立真实、完整、合法的信用承诺体系，预包装临期食品信息增加实效性、提示性。 

5.3.2 建立制度管理体系，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要求： 

—— 建立电子商务平台商家入驻审核制度，符合 GB/T 35409的规定； 

—— 建立在线销售商、电子商务配送服务商和电子商务支付服务商管理制度； 

—— 建立电子商务平台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 

—— 建立电子商务平台商家信用管理制度。 

5.3.3 建立安全保障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要求： 

—— 针对预包装临期食品销售商建立质量安全风险预警制度，针对可能存在的食品安全风险的预

包装临期食品，宜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 建立在销产品监督管理体系，通报纰漏可公开的安全信息； 

—— 对销售预包装临期食品的商家，监管临期标识、提示告知，临期界定按照表 1的规定进行标

识。 

表1 临期时间的界定/天 

明示的预包装食品保质期 临期界定/天 

食品保质期为一年以上的 45～30 

保质期为半年以上不足一年的 30～20 

保质期 30 天以上不足半年的 20～7 

保质期不足 30 天的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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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当地未明确食品临近保质期的，可以由食品经营者自行设定，也可以与食品供应商协商确定； 

注 2：国家有关标准允许不标明保质期的食品，不设临近保质期； 
注 3：食品、进口食品在取得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时一般已超过保质期限 2/3 时限的食品； 
注 4：T/CCPITCSC 080 附录 A 给出了相关参考内容。 

 

5.3.4 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要求： 

—— 应保障消费者投诉或建议响应有效时间，服务时限； 

—— 建立在线销售商、电子商务配送服务商和电子商务支付服务商受理投诉办结时效及服务保障

承诺管理制度； 

—— 协助在线销售商、电子商务配送服务商和电子商务支付服务商完成时效办结及履行承诺的制

度。 

6 电子商务在线销售商基本要求 

基本条件 6.1 

6.1.1 能够独立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的机构或个人。 

6.1.2 具备与销售能力匹配的从业人员和管理人员。 

6.1.3 具有资金储备。 

人员管理 6.2 

6.2.1 培养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崇尚社会风气的员工。 

6.2.2 依法建立人员管理招聘机制，保障员工合法权益。 

6.2.3 建立各岗位管理制度，针对各岗位要求进行培训。 

6.2.4 销售预包装临期食品关键岗位，定期开展预包装临期食品质量安全初步判别能力培训。 

管理要求 6.3 

6.3.1 销售信息管理制度 

6.3.1.1 售前销售信息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要求： 

—— 商品展示信息，预包装临期食品信息记录符合 GB/T 37029； 

—— 用户/会员注册、访问购买权限管理； 

—— 商品供应商资质审核，进口食品采购符合 SN/T 1642的规定； 

—— 商品入库信息规范填写、建档留存表明产品质量状况的相关材料； 

—— 商品订货合同信息管理。 

6.3.1.2 售中销售信息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要求： 

—— 订单信息管理； 

—— 配货信息管理； 

—— 出库信息管理； 

—— 支付结算信息管理。 

6.3.1.3 售后销售信息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要求： 

—— 退货或换货信息管理； 

—— 申诉与投诉管理； 

—— 营销数据管理； 

—— 业务分析管理； 

—— 商品账目管理； 

—— 财务数据管理。  

6.3.2 安全保障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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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1 采购安全保障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要求： 

—— 建立预包装临期食品采购流程信息管理制度，并具有可追溯性； 

—— 建立稳定、安全的预包装临期食品货源基地，减少中间环节； 

—— 建立供应商档案管理，对供应商的资质进行审核验证。 

6.3.2.2 运输安全保障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要求： 

—— 制定预包装临期食品运输作业管理制度，记录包括人员名单、装卸时间、地点、箱体温度（有

温控要求的食品）等信息的监测和记录，完成交接确认的操作，保存记录； 

—— 运输过程中存在对预包装临期食品产生可能的不良影响时采用分开运输，受限制食品的运输

从其规定，在运输过程中，当车辆或箱体出现异常情况时，采取适宜的应急措施，并记录。  

—— 明确不同运输作业温度监测和记录的要求，运输温度测定后，进行验收入库，并做好信息记

录，有冷链需求的预包装临期食品验收入库时，见 GB 31605的要求。针对预包装临期食品运

输环节存在质量安全风险隐患，建立流通领域高危害、高致病性源、冷链物流防疫管控管理

机制； 

—— 运输车辆的选择，冷藏车符合 GB 31605的要求，易腐食品符合 WB/T 1060 的要求； 

—— 运输作业完成后，对运输工具、厢体进行严格的清洗、消毒和晾干处理，保持车箱内的清洁

卫生，使用洗涤剂符合 GB 14930.1的规定，消毒剂符合 GB 14930.2 的规定。 

6.3.2.3 贮存安全保障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要求： 

—— 制定预包装临期食品贮存管理制度，并具有可追溯性； 

—— 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定期检查并及时清除变质和过期食品，采取集中销毁或者退回等减少

食品浪费及保障环境的方式处理； 

—— 设置预包装临期食品专用贮存区域，分类、分区存放，建立严格的贮存过程控制程序，不得

与各类生鲜食品和需加工食品共同贮存，不得贮存在有交叉污染风险区域； 

—— 配备相宜的设施设备，定期检修保养、除尘通风。 

6.3.2.4 销售安全保障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要求： 

—— 制定预包装临期食品销售管理制度，加强日常检查，分类管理，并具有可追溯性应设置临期

食品专用贮存区域并标识醒目的、便于可识别读取的提示告知，临期界定按照表 1的规定进

行标识； 

—— 预包装临期食品展示信息真实、完整、合法及具有实效性、提示性； 

—— 直接向消费者提供的食品标签标识见 GB 7718 规定，不得涂改，产品信息追溯符合 GB/T 37029

的规定； 

—— 预包装临期食品标注温控要求的，按 GB/T 28843 的方法进行信息采集； 

—— 针对可能存在的食品安全风险的预包装临期食品，宜进行自检或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第三方

检测机构进行感官抽查检测或符合性验证。 

7 电子商务配送服务商基本要求 

基本条件 7.1 

7.1.1 具有依法设立或注册的工商营业执照。 

7.1.2 具备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具有资金储备。 

7.1.3 具有固定场所和经营设施设备。 

7.1.4 具备配送人员和管理人员。 

人员管理 7.2 

7.2.1 培养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崇尚社会风气的员工。 

7.2.2 依法建立人员管理招聘机制，保障员工合法权益。 

7.2.3 建立各岗位管理制度，针对各岗位要求进行培训。 

7.2.4 规范配送人员接收、配送服务，应统一着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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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要求 7.3 

7.3.1 配送信息管理制度 

7.3.1.1 配送前，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要求： 

—— 明确配送服务价格、服务方式、服务时效信息； 

—— 接收、派送客户相关信息记录； 

—— 交接商品名称、数目、价值信息记录； 

—— 运输物流信息跟踪响应信息； 

—— 提前确认联系签收方，确认派送时间和地点信息； 

7.3.1.2 交付时，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要求： 

—— 按确定时间派送，核对确认商品信息； 

—— 保存签收记录，上传签收信息记录； 

—— 建立配送信息管理脱敏、保密管理制度，保障用户信息安全； 

—— 选择代收或自提柜代存应联系签收方，经同意后做好提醒义务； 

—— 问题商品处理及时联系发货人并做好信息记录。 

7.3.2 安全保障管理制度 

7.3.2.1 建立预包装临期食品运输作业管理制度，并具有可追溯性； 

7.3.2.2 建立运输应急预案，有温控要求的预包装临期食品运输过程出现异常情况，记录温度变化存

档； 

7.3.2.3 建立运输、派送人员、装载和卸货监测和记录管理制度，在运输过程中，当车辆或箱体出现

异常情况时，采取适宜的应急措施； 

7.3.2.4 对存在相互不良影响的预包装临期食品分开运输，受限制食品的运输从其规定； 

7.3.2.5 运输作业完成后，使用洗涤剂见 GB 14930.1的规定、消毒剂见 GB 14930.2的规定，对运输

工具、厢体进行严格的清洗、消毒和晾干处理，保持车箱内的清洁卫生。 

8 电子商务支付服务商基本要求 

基本条件 8.1 

8.1.1 具有依法设立或注册的工商营业执照。 

8.1.2 具备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具有资金储备。 

8.1.3 具有固定场所和经营设施设备。 

8.1.4 具备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人员管理 8.2 

8.2.1 培养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崇尚社会风气的员工； 

8.2.2 依法建立人员管理招聘机制，保障员工合法权益； 

8.2.3 建立岗位管理制度，针对扣款、结算、转账、退款进行培训； 

8.2.4 及时培训支付系统更新操作，学习相关网络支付交易规范。 

管理要求 8.3 

8.3.1 建立支付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要求： 

—— 建立支付信息管理制度； 

—— 建立多渠道支付方式； 

—— 建立支付及时到账响应机制； 

—— 建立支付问题提醒机制； 

—— 建立支付问题反馈机制。 

8.3.2 建立支付安全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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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支付者信息保密管理制度； 

—— 加强网络安全建设，保障支付安全； 

—— 建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预案。 

9 投诉与处理 

建立商家、消费者、配送商、支付商投诉渠道。 9.1 

公开投诉处理响应时效，审核投诉处理过程。 9.2 

分析投诉处理结果，对恶意投诉处理建立公开渠道。 9.3 

10 持续改进 

建立电子商务交易主体持续改进方案。 10.1 

建立电子商务交易主体信用管理体系。 10.2 

建立记录数据、信息评价反馈机制，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并形成评价记录。 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