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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月, ロ

本粽准技照 13′l112020(lr准 化工F旱
''第

1部分.If准的姑拘和場賃》密山的規則偏写

本lT准査品安全指Ⅲ

`据
GB 2761-2017《 食品安全国家粽准 食品中真菌毒ス限量》0327622017

1査品安全国家林 rt食品中汚染物限量}C3299212013(食 品安全国家禄推 貪品中数病薗限量)

制定 共中仲汚染物に旦指振″子国家林准 酸枡 辻気化値参照 C327162018〔 安全国家粽准 植

物油)11定  的落恵教 大動き群指粽参照 D3S511003-2016〈 食.・ 安全地方粽准 半口恣夏合調味

II)制定 其t指杯根据■品雲コlu制定

本林壮代替Q'FLX 0002S 2020《 氣合調味醤)

本lT複与Q■しヽ 0002S,020《 隻合調味著)主要恙昇 .

―修改
'輩

前吉 .

―修政粽社●□ ,

一核査了

't性
号用文■ .

―ll加 了■品分美 .

―■理化指杯tlF了修lf.

―修改了保反期 .

本粽な由,n市眼城区2信食品
「

提出丼起草

本林准主要起草人.卒孝福

不抒准Ffr/1普 所ム版本友市情エカ .

0/PLX 0002S-2020

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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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合凋味醤

1 苑ロ

■,世規定r2合祠味音声品分業 要求 校崎洲 l lT志 包装 返柿和に存

本粽性道用テ以鮮 (4)4'内 鮮 (凛 )●肉 軒 (■ )猪 内 贅豆警 鄭■豆絆 曹略 其中

ll几和力土要原料 哄資用益 奮月酷 餃迫僣油 颯味料酒 編白穂 味綺 豆鼓 (咸)樹面贅

洋葱 大蒜 大恵 生姜 香菜 辣椒 麻椒 人角 桂皮 月桂叶 砂仁 花生 芝麻 花椒 食

日王米淀拗 牛肉粉 (瀑加或不漏加)=辛 ll(添加或不杯加)食用植物油 使用水共中的几神カ

軸イヽ 添力Ⅲ 品オカ!剌 う―呈味核昔餃二

"(添
加或不添加)山梨螢押 嚇 加或不添加)脱蜃乙政

・l(嬌加或不添加)至原料趾理 配ll 粉

“

 第前 炒制 混●t(或不混拌)味涼 包装t,成的

●合調味茜

2 腕疱性引用文件

ドク!文 件対子本文十的,用 是必不可少ll

文■ 几足不江日期的号月文件 其最新版本

0311191 包装砧這国ホ粽志

032707 奮品よ全国家粽花 1羊 (嫁 )言

G31T003'2 辣椒 (整的或粉状 )

032712 豆餃 〔咸 )

63イT 24399  貨ユ醤

037096 食品安全 国家粽在 食用画及獅 」品

C3/1205m郎
=豆

掟

S3/110296 泄面書

03′IS385資用玉米淀粉

03アT 7652 ′ヽわ

031]003Sl lrl皮

031100387月 桂
'I

S3′T10516牛内粉調味料

032721 食品安全国家FF准 貪用赴

G32720 食品安全国家粽准 味精

03/11445 綿自糖

0=18186 醸造著油

S31[10416 調味料酒

CB′130383 生姜

S8′■10348 大市

▼ヽ[1835 大恵

Iヽ']74:緑色貪品 録叶美流実

tB′T H76]之麻

C3′l15:2 花生

C31↑ 15691 書辛料調味品適用技木楽■

凡え注日期的号用文■ 収所注日期的版本道月千本

咆 活所有的修改単)遣日千本文件

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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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16 ●品女i国家抒t植 物11

032719 Ⅲ●●女i国家,准 食酵

13ぅil, 生活

“

(用 水■■粽t
tP 1886 il食 品安全国家赤社 食品

「

加刑 5-星沐核餃二

"(又
名豊味核首餃二納 )

■818863, 資品安全国家粽

`食
品添加1'山架酸●

082561' ■品安全国家転花 食品喬加荊 脱ヨ乙酸納

032760 食品去全国家粽准 食品喬ll悧使用休准

C32762 食品安全国家伝准 食品中汚染物限量

C3276: 食品安全国家禄准 食品中衣疼最大残留限量

1847891 食品安全国家禄准 食品撤生物学社■ 怠ス1

0317892 食品安全国家粽在 査品徴生物学毯

"菌
育恵数測定

G34'393 資品安全国家lTa食 品微生物学校粒 大筋菌群十数

G347891 贅品安全国家休准 食品機生物学粒■ サi祗菌拉址

C84F8910 食品安全国家粽在 螢品微生物学粒L金 貨色樹荀球菌粒駁

03178'30 食岬1安全国家lT社 奮品微生物学校毀 単核細地増生李新特氏菌檜騒

GB 4789う | ●品安全国家IT准 食品微生物学桂鼈 大筋埃希氏菌0157H'N帷略

G3′14'8922 食品J生微生物学拉L調 味品粒■

=348067 
食品安全国家IT准 査品技触用塑料材ll及 11品

C350090 食品安全国家林准 食品中水分的測定

C3500022 食品安全国家lT准 貪品中責曲霞毒来 3藤和 G族的測定

o35009227 食Fは全国家林准 食品■辻氣化道的コ1定

035009229 食品安全国家lr准 責品中酸枡nl収1定

035009235 ■品安全国家lf准 資品中気基酸恣●|1測 定

=35009123 
貪品安全国家IT性 食品中性的測定

C8600926 資品去全国家粽在 査品中N麺硝腋笑化合物的測定

13,009H 食品安全国家粽准 奮昴■恵1吸元ll仲 的,1定

OB 5009 12 ●品安全国家粽准 ヽ品中格的釈1定

33500915 査品安全国家粽准 査品中蛹1,測定

C3600917 貪品安全国家粽花 食品中怠景及有机示的コ1定

C3500944 食品安全国家称lL食品中氣lt物 的測定

C3/16543 這愉包装用単瓦標

`箱
和双瓦機κ箱

037713 食品安全国家Ir准 諏包装査品IT肇通Л

'03/112456 ●品中恙螢的測定

O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IFt食品生■通月■生桝t

oB 280う0 食品,全国家粽 板包装査品音丼粽笠通

'I
JJ[1070 定量包装両吊Ⅲ合丘十量校強純卿

(中十人民共和国方共)2016年版 (―部)

国家瓜量ШttI・ 強粒痰恙局● (2005)第 75=

国家辰量‖彗桂■●■息局● (2009)算 128摯

碇 量包装商品■量肛督管理が■)

{資 品粽t● 管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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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委

1・ 品■i晏原ll分 力.:S内筈 蒼

'さ

吝 牛内著 者内者 香辣醤

01鴻 内髯

哄:,(祢 ,(3内 ■豆舒 ●
=要

原ネ1 以査用植物油 大志 生姜 食用祉 編白糖 味楠 辣

牧 舌辛ll(添力]或不添加)方 1lll 添力!食品添加刺 ゴー呈味核青酸二納 (添力崚 不澪加)山梨餃

押 (添 11・tttr・ 力1)脱気乙酸納 (燿加或不添加),4取 ll無理 配料 粉砕 棺tl 炒制 混丼

峠凍 包装置1成的
'ち

内著

■2繭菫者

以酉娼 責豆苦力土要原料 以食用拒物油 奮用上 "白糖 味精 大蔦 豆鼓 椰
=豆

濤

.I面蓄 香辛ll(添力1或不喬力[)力 ll lJ 添加食品嬌加刺 5-呈味核す酸二熟 師 加或不漆ll)山

梨酸押 嚇 加或不

^加
)脱工乙酸剌 (添 ljll或 不添加)を原科処理 洒3料 粉畔 搾

"1 
炒制 混

丼 lt7掠  包装市,成1'蒼琳書

00+内 髯

以鮮 (■ )+内  責豆警力主要原料 以食周植物油 食用赴 豆餃 大蒜 生妻 辣椒 之麻

郷白精 味精 麻枚 洋葱 牛ll粉

“

加或不添力1)香■卜|(添力!或不番加〉力舗料 添加食.・ 添

,1剌 5-三味核育酸二切 輌 加或不添力1)山 ●l酸押 輌 加或不添

'い

 脱蟹乙酸訥 い 加或不添力1)

姪尿II処理 配料 枡砕 櫂+∫ 炒ゆ1 泥半 嗅涼 包装制成的牛内者

34猪内湯

以鮮 (4)猪肉 責豆苦力主要原料.以食用植物油 資月査 生姜 醸造議油 調味料酒 III

面警 味■ 編白情 食月玉米淀秒力揃料 添加食品添力,利 5-呈味核昔酸二納 (添加或不添加 )

山梨酸押 い 加或不添加)脱ヨ乙酸仙 い 加或不添加)笙原ll趾理 配料 粉畔 搾ホ1 炒11

嗅掠 包装帯1成的猪内者

35脅辣髯

以郎
=豆

泄 黄豆警力主要原ll 以辣椒 査用植物油 帰自栖 生姜 大葱 月桂叶 人角

桂皮 砂仁 喬案力満料 添加食品添力1オ」5聖味核育酸二訥 (添

'1或

不添加)山梨酸仲 嚇 加或

不派,c)脱氣乙酸納 (添力1或不不力け 7_原 ll■理 配料 粒■ 権制 炒ll 瞭涼 包表制成的

香辣書

4 要求

41 原輔料要求

411 鮮 (ス )牛肉、

"内

、猪肉.'符合 G3270711拠 定

4● 2 辣椒,泣竹合 GνT 30032的 規定

413 豆鼓 (咸)位符合 Ce 2712的規定.

4● 4 黄豆髯.位符合 03/1243,9的 規定

416 椰晏豆拇.立竹合 G3/1205`O的 肛定

416 産結,泣符合 G370%的純定

417 11面燿|●符合 S3/「1029611触定

418 査用赴|口符合 032721珂 定

419 編白糖,成符合 G3/1144● 的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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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115

110
1 17

118

11,

1 20

(21

1 22

1 23

1 24

1 25

1 26

1 27

1 23

1 29

1 80

131

1 :2

4133 砂仁.●符合 {中■人民共和国万人)2015年餃 (一部)

4● 34 生■用水,●竹合 G3574,1蜘定

42 感官要求

拉符合表 1的机定

味精‐口符‐ 32720的剪定

麻椒 ,庄符合 C8′T303,1的触定

+内■l.口符合 S3′T1051311机 定

羊葱.庄符合泣符合 S3/11067‐ 珂定

大市・●●符合 S3/T10348的 机定

生姜`位符合 G3/]30383的 規定

書辛料.口符合 08′T15691的 厠定

5-呈味核洒

'こ",成
符合 G3188617111規 定

花生‐●符合 03/11582的 規定

芝Fl.泣符合 33′111761的規定

山梨酸11‐ 庄F合 0318860,的
'定花lll.泣符合 G3/T003911椒定

食酷.成符合 03271'的 規定

食用植物油.反符合 G32716的珂定

大葱1●符合 γヽ/11886的規定

八角.口符合 G3/1'6521コ 定

桂度.口符合 G3/1000811'規 定

月桂●`立符合 03/T30037的 規定

餃遺普油`●符合 0318186的机定

洞味料酒.皮符合 S3/T10416的 規定

香菜,庄符合 Yヽ′1743的珂定

食月二米淀粉 ,03/「 8886的規定

脱宣乙酸t内 ,032554¨珂定

4110

4111

4112

4113

46

表 感官要求

理化指粽

,`合■ 2的規定

■ ,1 性費方L

取遣量武祥量子自記碗中

在自然光下双察色澤 電駅

形本 余盾 鼻嗅 口後其

滋 気●I

●有相亡声品ヽ有漱 ■味 元昇味

|111■ 11き 粘綱状 半円志

十  Ⅲ t内 11可■
'卜

来●・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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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微生物指粽

慶●合熟 的規定

表 3 微生物指粽

4 5  食品
'不

,01,

451 食品が赫 り炭量口符合相庄的粽准和有美珂定

452 食品添姉 」的品「1和使用量口符合 GB 2760机 定

■ 2 理化指IT

||

水分,(ヽ)                 く

11 | 極t,な

||| t0 51=0 `

|, ,` (11)う 001 11

irlh! rurEiti ) ((0i) I (ndg) ||(1 08 600, 209

J気化餞|(以脂肪il'‐じ 00J       ≦ , !' t= 500, ′!i

Ji:(以,,il)′ (●

=′

k`'            く
` 1 =3 5,09 11

鉛 (以 Pb l)'(嘔ハ
`)        

≦ 10(Ⅲ賂姜)Oi(真 τ) 08 5,0, 1′

忠矛 (以 I`J)/(・
`′

峰)        ■ ol(ψ嘉贅 )

== 6``1 17

儡 (以 C01つ ′(●

=′

k`)          く o5憎 薫餞 , 01(共 他 , t= 5tt' 13

滞 (以 C,,1)'(血
`′

k`)           く 10(牛 肉餞 ,1内薪 猪内■
'

(3 う
`0' 12`

ヽ二甲基Ittl●′
`●

げk`'          く
`o(+内 " 

疇内嬌 猪肉藪
' `8 600' 2'

董li平 寄素じ.'(I=′ k`          く 5'' t' iO`' :2

ユ限干合働油 憩道議的声品.

1但眼子舎油型的洋F,

コ  ロ

来|1方案及阻■ (若 ll鮨 定 均以″L表示 )

4上方

'
|ヽ | |,| 南

'サ

il氏 || | | 0' 4'=' '

p■こ

"枷
■南 | |∞ CFした 1∞00C,U′

`

G=4,8910第 二法

, 〕 t● 0で し,= 1,00C卜 tl= |=473,lt第二法

, | , (= `18, 30

|li | 0 ι8114'8'36

雨

「

J= , 2 10.CIU■ iO'CFU砲 08 47`= ,

大拗南 |, , 2 10 CIした 10.Citl= 0347890千板十数法

`‖
出的来ll及処理技ι34,S,1和C3/14'8922択 行

b収適用千含内業声品

|

′

氣化物 .■■ 1'

■■11■ ■■
「

1

|ラ調..埼生卒ヽ年 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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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其他汚染物限量

世竹台G3:「12的拠定

47 衣寄最大残留限量

立竹合 032763`'珂 定

48 生声力[工迪程

屁符合 G3 1881的珂定

49 亭合量偏差

亡

“

合筐家
=定

量包装商品■量生督管理か法)的珂定 tr J∫F1070拠定的方法測定

5 校壺机11

51 人岸級強

原 綺料 包装材|1年入席前泣由生声
「

的辰量部口拉騒或詮収供方I明 合格后方可人岸

52 颯ll与抽祥

以同一次代料 同一工と 同一生声銭 同一班次生声0, 同一剌格lll■品カー批 毎托■品■

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祥・・ 分成丙ケ ー

'種
騒 -0口 ll各社 抽帯数量位満足強詮和各種需要

50出
「

糧●

生″
「 `1辰

量種駁都i]需対出
「

的・
‐品 技本lT准班定逐批辻行校距 糧騒合格井笙友合格I的

声品方可:0「  出
「

拉騒
'日

I」 .感官要求 水分 氣化物 菌落恵数 大助首群 冷合量

54 型式橙●

541 型式粒強項ロカ要求中的全部項目

542 在正常生″吋 型式校●,■年 (或一年〉遊行―次,有下列情況之―対 亦立逆行型式●●

。)F品 定型投■吋 .

0 停声 0●月以上ス奥生声吋.

0 原輔l■■地 '●商友生改交或夏新主要生■■各吋 ,

`)出「
●■結果■上次型式拉肱織果差昇校大吋.

o, 供需双方ヽ声品辰量有争又 脩第二方述″ll哉吋:

0 国家食品■全上督管理部11提 出要求吋

55 ナ1定厠,1

″品を粒 l■全部逍IF符合本粽在要求叶

取帯対不合F●コ道′テ夏拉 哄隻校姑某力准

6 林志 包装 退綺和噂存

61 ふ志

輌包財 ‐品lT笠●竹合 03 771S G3 28050和 t査品林惧管理l●t定 )|1班定 包業情這因示粽忘

立符合,3/1191的班定

62 包装

″品ll包装材料采月食品塑料包茉袋 庄符合G348067的規定|ク向 装ガ瓦攪κ箱 成竹合C3/1

6543的●定 其

`L包

装材ll●符合国家相夫粽准規定

63 透輸

送愉工具反清着 退愉■不4■有を 有普 有昇味 有澪染物品混這 丼有防日晒 雨澪浚施

刹定力合格.・. 若有不今格玖吋 可

`同
It声 品中力]倍

微生物指IF不得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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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圧 防■ tt竹辻理・1温度位保持在 00℃

64 ,さ存

"品
泣在03℃●蔵岸内嘔, 成品祐B放

"κ
晨亡用奎捩■起 与地面和増壁保持一定距高

高地不少千 10●m 高嫡不少]20o■ ■板材卜1泣不吸潮 Tl l● 饉 易消洗 不得有有毒 有害 有

昇味的物品―起7政

在符合本,花規定察件下 自生″之日起 声品保曖班常温
=企

月 0申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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