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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月, ロ

■,社
=照

03ア[L12020《 II社化工ll号 州 第1部分.林在的第■和論与)分出的規Л」靖与

本lTn的 査..安 全指IT`据 332,622017《食品安全国家粽准 食品中
'ラ

染物限量)e327602014

1食品安全国家林t,品 不力!イ」使用伝准》 G3299212013(食 品安全国家粽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及0327262016《食品贅全国家粽凛 彙肉

'1品

)制定 其中

"指
粽
=子

国家lT准 其●指杯根据声品

央〕1偵制定

本,‐
`FⅨ

 0003S 2021《特色普界場)主要差昇.

―修工lT祥セ曰|

―核査丼朴充声品分美 要求 .

―修改了保辰胴,

本粽准由垢販市1崚城区2信貪品
「

提山丼起草

本林t主,t草人.李■福

2021年第一次修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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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菅弄湯

1 カ国

本●准刹定 ,4.色昔ホ湯詢声品分茶 要求 栓■Intス! 粽志 包装 這輸及L存
本●准遣国 J.以 年 (床 )1■大消 +尾  牛鞭 牛肉 ′Ч内,其・l的几和力主要原ll 以生活

供周水 査用牛,1 食日世物油 資用赴 味結 鳩精 小山舌 花椒 香辛ll 進抒性添加或不添

加 (■ 4 11晰  夜4 芙喪 益智仁 スヽ内全 蓮子 賛精 詢杞 生婁 |・l桂 )中的―fl或几神

力llll 堡原lln■ tJ 蒸|! 灌装 天菌而キ1成 lll特色音養物

2 狐疱性引用文件

F列文■対千本文件的泣用是必不可少釣 几是世日期的
=用

文■ 収所注日期的版本適用,本
文件 几走不注日期||]月 文■ 夫最新版オ 咆 括所有的修改草)適用,本文件

C3′ ,191 包装備7□示lT=
G32707 食品安全国家Ir准 ■ (株 )音 禽■品

G3511, 生活飲月水]生伝在

t310146資 品安全国家転在 資用動物油脂

032121 貪品安全国家林准 食日赴

C32720 食品女全国家転准 味構

032716 査品安全国家粽准 植ltl油

S3:l10371 ●1肯調味料

08'13039 花椒

C311 7652  ′、わ

G3′115691 舌辛料調味品適用技木条■

G31112F291 呑■t4和涸味品 名和(

032760 食品安全国家粽棧 食品添力!力1使用林准

032762 資品安全国家粽准 査品中汚築物限量

C8276S 食品安全国家粽准 食品中衣綺最大残日凩量

C32726 食品安全国家粽壮 熟肉|」 品

0347891 ,品安全国家粽准 食品微生物学栓壺 恵仄,

OB`7=,2 食品安全国家lT花 奮品徴生物学校■ 日落恵数測定

13478,3 責1早 安全国家lT准 食品微生物学校馳 大筋菌群十数

034F894 食品安全国家tr准 食品微生物学世■ 炒口氏菌拉■

034'8910 食品安全国家IF准 査品微生物学せ■ 全責色葡荀球菌粒騒

C8178000 資品女全国家粽准 食品微生物学ねを 単核釦胞増生李斯特氏菌校覺

=347893o 資出安全国家粽准 食品彼生物学校菱 大腸場希氏菌 0157,H7/Ⅲ 粒毯

G35009236 食品安全国家lT花 資品中気基酸恣気的コ1定

t31710786 籟去貪品|,校證方法

C3500911 食品安全口家lT准 貪品中息呻及元机

"的
〕1定

=35∞
,12 資品安全国家粽蔵 責品中薔¨ 1定

G3500916 貪..安全国家lT花 食品中鋼的択サ定

03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林准 食品■氣化l■l的測定



0,F[X 000:S-2021

G,500'1“ 食 |ヽ 安全国家杯准 責品1'格 的|サ定

ξ35009 ιl ●品安全国家

'准
食品 .卜 N Ittl●業化合物

`,涸

I定

13 5009 3t tt品 安全国家ケ准 食品中工硝餃計与硝酸乱tl nJ定

(31]6513 送輸包装用早瓦樹無箱和双瓦傍κ箱

18■ 18 資品安全国家粽社 萩包装●・
・
・粽整通ス1

0じ|[10004 包装用塑‖冥合膜 袋 千法夏合 狩出欠合

03,9303 外内制品企並生■■生剌砲

G328050 食品安全国家lT It菰包装奮品普界lT笠適

''
口「 1070 定量包装商1静含量十量村強側 」

中■人民共和国衣

'セ

部公告 (2002'第 235号

1中 ■人民共和国南奥)2015年版 (一 部 )

3家 廣i■ 督社■ |‐痕●局● (2005)算 75号

国家曖量肛督制 II‐ 疫息局0(2009)第 12:

1●物性奮品・饉 蒟最高残留限量〉

,定壺包装商品十量生督管理かつ

=1食
品林惧管Jl剌定)

3 分美

″品技主要原料分力.|´骨場 牛尾湯 牛鞭物

31 牛骨湯,い|:(4)(牛 大, 

“

肉 牛肉)力原料 以生活側調水 食用牛油 食用檀物油

資用上 味指 ′Ч精 小首舌 lt椒 舌辛ll 逃景性添加或不添加 (山多 壮蛎 校苺 衣共 益

智● 1'内金 蓬子 責精 詢杞 生姜 肉せ)中 ll一神或几神力精料 4原 ll菰処理 ″制 溝

紫 天歯両ll成0'+骨場

32 牛尾あ ,以鮮 (株 )(牛尾 "内 )力原料 以生活切調水 査用+油  責月檀物満 食用盆

味精 isヽ 小●舌 花椒 香辛l■ 進半性瀑加或不添加 (山商 牡蛎 次苺 火妻 益智仁 鴻

内金 t子 女姉 詢|・L 生姜 内■)中 lll一 神或几や力椰 l 姪原Fl輌処理 な制 洒装 天菌

両制成的+足渇

33 ■鞭湯.哄鮮 (M)(牛警 聘内〕力原料 以生活

"調
水 食用牛油 食月植物油 食用さ

味精 ",1 小画薔 花椒 を辛■1 遊抒性動 1式不添加 (山 万 牡蛎 校● 欠ダ 益智仁 "

内全 蓬子 大オ書 詢杞 生姜 肉社)中 ||一和或几や力捕14 う原料執覺理 然市

' 

灌装 ス菌

両制成的午鞭湯

4 要求

41 原哺料要求

411 鮮 (赤)■大骨  鮮 (赤)牛尾 鮮 (あ )牛鞭 鮮 (本)牛内、鮮 (粽 )"内 .●符合 G8

2707 ■ 物性食品中喜商最高残留限量》的規定

412 食用牛 ll・ 泣符合 031014¨珂定

410 食用益.●年合 030B2721的 規定

4● 4 味精|●符合 G32720的拠定

415 食用桓物油.●符合 GB 2716的 規定

416 ヽ精Л味ヽ.座符合 S=′l10371的規定

417 π椒1反符合 G3/=300'1的 規定

418 小首香`成符合 C8/11272,l G3/Tl“
'1、

G32762 03276鍛 相夫粽准的規定

419 香辛科,直符合 03/T15●●1的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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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10 tutt ll蛎  薇苓 東実 益智1= "内金 違子 1:|: 詢lL ■と 芍■.●符合 《中■

人民共和国葛典|―
=F■

032'62 0327631,規定

`〕
1 生■用水、成符合G3574勁規定

42 感官要求

●●イャ長 |:■ 定

表 1 感官要求

40 理lt指林

庄符合表2`,●定

4` 徹生物指粽

Ⅲ符■2:を,珂定

●: ■ よ
■屹方法

●
|

t, |, 肉相対分高 肉光砕 だ現象 局体暉厚

湯呈故責色 内呈成有輌色

肉厳軟硬層炭 塊形大小大致均句

峰輌体卜入干浄 透明的

験璃掛皿中 在自然光下

根堀声品¨感官要求 用

瞑 昇 口等感覚器官対

洋品ll外現 色澤 姐駅

ホさ 減 気味和余盾逃

行評定

麟 気 |十

| li 光均 |,可 兄‖来′:i

表 2 理化指粽

1
● J || , 校::方法

同形物|(り               ,
=|

18,1 11,86

氣化物
`以

[1■ ),(`′100g'      ≦
``

Ci i00, イ
`

気基醸志工 (以 ヽ‖ ,lJ oo=)     ン ,,
=] 

う
=0, 2,5

:,(以 ,t il,′ 〈●
`′

k`)          く 01 tじ =00= 12

:書 (以 C`,|,,(,鳩 ′k=)            ヽ 1〕 t,500, 1=

t l t, 5`0, 11

常 (以 し、■ ,イ (■●7k=,        く 1, 08 iO`! 123

工i肯 酸轟 (り・ヽ
qヽ■ )′ (,`′ ,ぃ     、

2`

`8 50`= 03

N二甲基工硝腋′(口く
'         

く ` ` (= う01, 26

|

■

`|=`

り1有 わ体疵有1晰味和ヽ味 功■|1美  え昇味

ιlド 以ヽ 1,■つ ′(●′ pヽ       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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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微生物指棒

,  ]

栞‖方案 及

'i量

(若 llll定  均 !

―

呵
,          |

は子″|よ

「
“

=■
11 1Fせ |● 1` ,Ft‐

`

(18 1,=t ′

共];■ 1計
, 11 1=tl` 1● citl` tB ,,== 3

|
`12,:

1 1,8, 1

ヤ按打IJ中 11'断持氏t , | 0125` C0 1,し
' 30

■●笙11ホ r 1 ltO C,11` t,00 ,,11`
`],7==10第

二法

|
`12=,

, 1,=,3t

■‐●ヽ 品的采

'及
埜理霰

`81'='11 
収遺用千+内 11品

[ 女品h加 ||

51 食品添加1」匠量●符合相反的IT准和剌定

52 奮品添赫 1的品粋和使用■ 残留量立符合 GB 2760的 狐定

6 F.セ汚築物限量

成征合C82762的狐定

47 べ荀残自限■

●竹合 G32763的規定

48 喜芍最高残臼限量

●■●|.■ 人民共和国衣上部公告 (2002)算 235号 《動物性査品中喜●最高残留限量》的純定

4' 生″加工辻程

成●合6B1930動 純定

410 '含
=偏

差

●符合国家 〈定量包装商品キト量肛督管理方法》的珂定 l●JJF 1070規 定的方法測定

5 拉骰狐興|

51 入岸校唸

原摘料 包装材料入席前反由生声

「

|'瓜 量粒■部11技 Ir准要求社詭或騒証翡方提l■ ll種を担告

合格后方可人痒使用

52 岨|し与抽祥

同一批投料 同一班17N生■ |」 同一生
=口

期 同一珂格的声品カー批 毎批■品晦机抽取祥昴

|1祥 数量満足社■I嗜査要求 祥品分ガ 2● 1'粒坐 ll●
`査,3 出

「

機喰

声品出
「

前 a`IL■辰量を収部門技本IF准規定逐批逆行拉址 校戦合格辻后饉友辰量工明い

方可
「

 出
「

ヒ鼈n目 `感
官要求 口形物 菌落恵数 大動菌群 0合量

54 型式種■

541 型式枝■,ロカ要求中的全部項目.

542 正常生■吋型式枝●毎半年 (或一年)遊行一次,有下列情況●逆行型式粒壺
`

|サ il氏 li

大1,,布 氏由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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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ル ■定型■●『1,

bl■■ tイ だ`け 1枚夏■■1,.

`)原 41‖ ●―lL 供亡商友生改交或更新上長|ア投各吋,

1,せ■年果与上次型式位

"箱
果差昇核大け、

,,供●双方対■品●責有争ヽ 靖第二方進行ll裁1,.

f)国 家食品女奎監督管理部11提出要求吋

55 ナリ定短ワ|

■品経社狙全部着lT符合本杯准要求ll ナ!定力合格品 若有不合格颯吋 可在同批声品中加倍

″祥対不合格Ⅲ逃行夏l■  以夏●結果力准 撤生物指転不●隻粒

` lT志
 包装 返愉 聴存

61 林志

n包装
=品 "告

包装転笙●●合 GB 7,18 03 28050 Tl〈 食品IF惧管理規定》的机定 包装倍退

国示lTこ位

“

合Cr1 191的期定

62 包装

″品也装掛 1和 容器位符合国家食品包装材IIT准的Int定 塑ll包装袋位符合 03′l10004食 品包

装

"剌
定 タト包装来月塑料周乾箱的 位符合 G3/15737的 拠定:夕咆 装来月瓦鬱4箱的 ●符合 C8ア T

6543 1ilnt定

63 這輌

這愉声品●●遊先日晒 雨淋 不得与有毒 有昇味或影的■品廣量 ll■ 物品混装乏輸 這柿工具

位保持清浩 千燥 元汚染

64 贈存

″品存放千清浩 明泳 予爆 通八席房内,岸月内庄有防奎 防蝿 防疏等政施 不得与有専

有昇味或影¨■品廣量的lll品 共同存放 声品峰存●高結寓地,分炎Ⅲ放

在符合本粽准班定的II存条件下 声品自生″え日起 保辰期,常温明凍■ 39天  さ蔵60夭
冷凍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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