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  验  报  告
№: 2021GC03970 

食  品  名  称： 琪玛酥                                                                        

被 抽 样 单 位： 武汉市黄陂区悦和佳生活超市                                               

标 称 生 产 者： 武汉创亿园食品有限公司                                                  

委  托  单  位：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检  验  类  别：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注意事项

1． 报告无“检验检测专用章”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

2． 报告无检验、审核、批准人签字无效。

3． 报告涂改无效。

4． 对检验结果若有异议，请于收到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

面形式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地  址：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药监二路 8号

邮  编： 430000

E-mail： hbqt_sy@163.com

电话(含区号)： 027-87770996

传真(含区号)： 027-87770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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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名称 琪玛酥 商标
嘉和园及图形商

标
规格型号 散装称重

生产/检疫/购进

/加工日期
2021-07-12 质量等级 /

被抽样单位名称 武汉市黄陂区悦和佳生活超市 联系电话 13659882340

标称生产者名称 武汉创亿园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13971059002

任务来源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抽样人员 姚依凡、杨正晓

抽样日期 2021-08-26 样品到达日期 2021-08-27

样品数量 2.324kg 抽样基数 3kg

抽样单编号 GC21420000003334424 检查封样人员 黄亚平

抽样地点 流通超市 封样状态 完好

检验项目 酸价(以脂肪计)，过氧化值(以脂肪计)，铅(以 Pb计)等 18项。

检验结论

经抽样检验，酸价(以脂肪计)项目不符合 GB 7099-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面包》

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检验检测专用章）

签发日期：^d^

备注 /

 批 准: ^3^                   审 核: ^2^                主 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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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验项目 标准指标 实测值

单项

判定
检验依据 备注

1 酸价(以脂肪计),mg/g ≤5 7.7 不合格 GB 5009.229-2016(第二法) /

2 过氧化值(以脂肪计),g/100g ≤0.25 0.050 合格 GB 5009.227-2016(第一法) /

3 铅(以 Pb 计),mg/kg ≤0.5
未检出(定量限:

0.05mg/kg)
合格 GB 5009.12-2017(第二法) /

4 富马酸二甲酯,mg/kg 不得检出
未检出(检出限:

0.05mg/kg)
合格 NY/T 1723-2009 /

5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g/kg 不得使用
未检出(定量限:

0.01g/kg)
合格 GB 5009.28-2016(第一法) /

6 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g/kg ≤1.0
未检出(定量限:

0.01g/kg)
合格 GB 5009.28-2016(第一法) /

7 糖精钠(以糖精计),g/kg 不得使用
未检出(定量限:

0.01g/kg)
合格 GB 5009.28-2016(第一法) /

8 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g/kg ≤1.6
未检出(定量限:

0.030g/kg)
合格 GB 5009.97-2016(第一法) /

9 安赛蜜,g/kg ≤0.5
未检出(测定低限:

0.0010g/kg)
合格 SN/T 3538-2013 /

10
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 Al 计),

mg/kg
≤100 2.17 合格 GB 5009.182-2017(第二法) /

11
丙酸及其钠盐、钙盐(以丙酸计),

g/kg
≤2.5

未检出(定量限:

0.10g/kg)
合格 GB 5009.120-2016(第一法) /

12
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

g/kg
≤0.5

未检出(定量限:

0.005g/kg)
合格 GB 5009.121-2016(第二法) /

13 纳他霉素,mg/kg <10
未检出(定量检出限:

0.5mg/kg)
合格 GB/T 21915-2008 /

14 三氯蔗糖,g/kg ≤0.25
未检出(定量限:

0.0075g/kg)
合格 GB 22255-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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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验项目 标准指标 实测值

单项

判定
检验依据 备注

15 丙二醇,g/kg ≤3.0
未检出(定量限:

0.03g/kg)
合格 GB 5009.251-2016(第一法) /

16 菌落总数,CFU/g
n=5,c=2,m=10000,M=100

000
<10;<10;10;<10;10 合格 GB 4789.2-2016 /

17 大肠菌群,CFU/g n=5,c=2,m=10,M=100 <10;<10;<10;<10;<10 合格 GB 4789.3-2016(第二法) /

18 霉菌,CFU/g ≤150 <10 合格 GB 4789.15-2016(第一法) /

以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