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测报告. ASH20-006709-02 发布日期: 2020年03月10日.

湖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客户名称:.

湖北省孝感市安陆解放大道东3号

.

客户地址:.

样品名称:. 元童鲜鹌鹑蛋.

生产商:. 湖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样品批号:. /.

生产日期:. 20200227.

样品其他信息:. 规格：175克（20枚）/盒.

-----------------------------------------------------------------------------------------------------------------------------------------------

以上样品及信息由客户提供及确认, SGS不承担证实客户提供信息的准确性、适当性和(或)完整性责任。

SGS相关号 :. WHAFL202000155835 .

样品接收日期 :. 2020年03月04日.

检测周期 :. 2020年03月04日 - 2020年03月10日.

检测要求 :. 根据客户要求检测.

请参见下一页.

请参见下一页.

检测方法 :.

检测结果 :.

.

除非另有说明，本检测结果仅与被检测物品有关。未经检验机构书面同意，委托人不得擅自使用检测结果进行不当宣传。

.
SGS授权签字人. . .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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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报告. ASH20-006709-02 发布日期: 2020年03月10日.

检测样品描述 :.

样品编号. SGS样品ID. 描述.

1. ASH20-006709.001 定型包装 包装完好.

微生物检测.

检测结果 :.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方法. 检测结果.

001.

单项说明.限值.

沙门氏菌/25g. - ND.GB 4789.4-2016 - -

理化检测.

检测结果 :.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方法. 定量限.检测结果.

001.

限值. 单项说明.

mg/kg. ND.GB 5009.12-2017 第一法铅(Pb). 0.04. ≤0.19. 符合.

mg/kg. ND.GB 5009.15-2014镉(Cd). 0.003. ≤0.05. 符合.

g. 213.05.JJF 1070-2005净含量. - - -.

g. -38.05.JJF 1070-2005净含量短缺量. - ≤4.5%
标注净

含量.

符合.

μg/kg. ND.GB/T 19681-2005苏丹红 I. 10. 不得检

出.

符合.

μg/kg. ND.GB/T 19681-2005苏丹红 II. 10. 不得检

出.

符合.

μg/kg. ND.GB/T 19681-2005苏丹红 III. 10. 不得检

出.

符合.

μg/kg. ND.GB/T 19681-2005苏丹红 IV. 10. 不得检

出.

符合.

mg/kg. ND.GB 5009.17-2014 第一篇 第

一法

总汞(Hg). 0.010. ≤0.05. 符合.

μg/kg. ND.GB/T 21317-2007 7.3.1土霉素. 1. ≤200. 符合.

μg/kg. ND.GB/T 20366-2006恩诺沙星. 1.0. - -

μg/kg. ND.GB/T 20366-2006环丙沙星. 1.0. - -

μg/kg. ND.GB/T 20366-2006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 - 不得检

出.

符合.

μg/kg. ND.GB/T 21316-2007磺胺嘧啶(SDZ). 5. - -

μg/kg. ND.GB/T 21316-2007磺胺地索辛(SDT). 5. - -

μg/kg. ND.GB/T 21316-2007磺胺甲嘧啶 (SMR). 5. - -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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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报告. ASH20-006709-02 发布日期: 2020年03月10日.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方法. 定量限.检测结果.

001.

限值. 单项说明.

μg/kg. ND.GB/T 21316-2007磺胺间甲氧嘧啶(SMM). 5. - -

μg/kg. ND.GB/T 21316-2007磺胺对甲氧嘧啶(SMD). 5. - -

μg/kg. ND.GB/T 21316-2007磺胺噻唑(STZ). 5. - -

μg/kg. ND.GB/T 21316-2007磺胺甲二唑(SMT). 5. - -

μg/kg. ND.GB/T 21316-2007磺胺吡啶(SPD). 5. - -

μg/kg. ND.GB/T 21316-2007磺胺甲氧嗪(SMP). 5. - -

μg/kg. ND.GB/T 21316-2007磺胺醋酰(SAA). 5. - -

μg/kg. ND.GB/T 21316-2007磺胺苯吡唑(SPA). 5. - -

μg/kg. ND.GB/T 21316-2007磺胺多辛 (SDX). 5. - -

μg/kg. ND.GB/T 21316-2007磺胺氯哒嗪(SCP). 5. - -

μg/kg. ND.GB/T 21316-2007磺胺喹沙啉 (SQX). 5. - -

μg/kg. ND.GB/T 21316-2007磺胺脒(SGN). 5. - -

μg/kg. ND.GB/T 21316-2007磺胺二甲嘧啶(SDM). 5. - -

μg/kg. ND.GB/T 21316-2007磺胺甲基异噁唑(SMZ). 5. - -

μg/kg. ND.GB/T 21316-2007甲氧苄啶(TMP). 5. - -

μg/kg. ND.GB/T 21316-2007磺胺索嘧啶(SIM). 5. - -

μg/kg. ND.GB/T 21316-2007磺胺异恶唑(SFZ). 5. - -

μg/kg. ND.GB/T 21316-2007磺胺硝苯(SAN). 5. - -

μg/kg. ND.GB/T 21316-2007磺胺苯酰(SBA). 5. - -

μg/kg. ND.GB/T 21316-2007磺胺二甲恶唑(SMO). 5. - -

mg/kg. ND.GB 5009.11-2014 第二篇 第

一法

无机砷. 0.08. - -.

农药残留.

检测结果 :.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方法. 定量限.检测结果.

001.

CAS_NO 限值. 单项说明.

mg/kg. ND.GB/T 5009.19-2008 第

一法

α-HCH α-六六六. 0.01.319-84-6. - -

mg/kg. ND.GB/T 5009.19-2008 第

一法

β-HCH β-六六六. 0.01.319-85-7. - -

mg/kg. ND.GB/T 5009.19-2008 第

一法

gamma-HCH/Lindan

e  γ-六六六/林丹.

0.01.58-89-9. - -

mg/kg. ND.GB/T 5009.19-2008 第

一法

δ-HCH δ-六六六. 0.01.319-86-8. - -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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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报告. ASH20-006709-02 发布日期: 2020年03月10日.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方法. 定量限.检测结果.

001.

CAS_NO 限值. 单项说明.

mg/kg. ND.GB/T 5009.19-2008 第

一法

Total BHC  六六六（ 

α-六六六+ β-六六

六+γ-六六六/林丹+ 

δ-六六六）.

-- ≤0.1. 符合.

mg/kg. ND.GB/T 5009.19-2008 第

一法

p,p'-DDD p,p'-滴滴滴. 0.01.72-54-8. - -

mg/kg. ND.GB/T 5009.19-2008 第

一法

p,p'-DDE p,p'-滴滴伊. 0.01.72-55-9. - -

mg/kg. ND.GB/T 5009.19-2008 第

一法

o,p'-DDT o,p'-滴滴涕. 0.01.789-02-6. - -

mg/kg. ND.GB/T 5009.19-2008 第

一法

p,p'-DDT p,p'-滴滴涕. 0.01.50-29-3. - -

mg/kg. ND.GB/T 5009.19-2008 第

一法

Total DDT 滴滴涕. -- ≤0.1. 符合.

mg/kg. ND.GB/T 5009.19-2008 第

一法

α-Endosulfan  α-硫

丹.

0.01.959-98-8. - -

mg/kg. ND.GB/T 5009.19-2008 第

一法

β-Endosulfan  β-硫

丹.

0.01.33213-65-9. - -

mg/kg. ND.GB/T 5009.19-2008 第

一法

Endosulfan sulfate 

 硫丹硫酸酯.

0.01.1031-07-8. - -

mg/kg. ND.GB/T 5009.19-2008 第

一法

Sum of endosulfan 

(α-endosulfan,β-endo

sulfan,endosulfan 

sulfate)  硫丹（α-硫

丹，β-硫丹，硫丹硫

酸酯之和）.

-- ≤0.03. 符合.

mg/kg. ND.GB/T 5009.19-2008 第

一法

cis-Chlordane   顺

式-氯丹.

0.01.5103-71-9. - -

mg/kg. ND.GB/T 5009.19-2008 第

一法

oxy-Chlordane 氧化

氯丹.

0.01.27304-13-8. - -

mg/kg. ND.GB/T 5009.19-2008 第

一法

Trans-chlordane 反

式-氯丹.

0.01.5103-74-2. - -

mg/kg. ND.GB/T 5009.19-2008 第

一法

Chlordane(Sum of 

cis-Chlordane, 

trans-Chlordane and 

Oxy-Chlordane)  氯

丹（顺式-氯丹，反

式-氯丹和氧氯丹之

和）.

-- - -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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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报告. ASH20-006709-02 发布日期: 2020年03月10日.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方法. 定量限.检测结果.

001.

CAS_NO 限值. 单项说明.

mg/kg. ND.GB/T 5009.19-2008 第

一法

Heptachlor  七氯. 0.01.76-44-8. ≤0.05. 符合.

备注: 

1.ND = 未检出 

2.限值：按照Q/HSD 0004S-2019（由客户提供的限值，SGS不承担提供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责任） 

3.标注净含量为175g。.

*** 结束 ***.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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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报告. NBF20-001110-01 发布日期: 2020年03月18日.

湖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客户名称:.

湖北省孝感市安陆解放大道东3号

.

客户地址:.

样品名称:. 元童鲜鹌鹑蛋.

生产商:. 湖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样品批号:. /.

生产日期:. 20200227.

样品其他信息:. 规格：175克（20枚）/盒.

-----------------------------------------------------------------------------------------------------------------------------------------------

以上样品及信息由客户提供及确认, SGS不承担证实客户提供信息的准确性、适当性和(或)完整性责任。

SGS相关号 :. ASH20-006709.

样品接收日期 :. 2020年03月10日.

检测周期 :. 2020年03月10日 - 2020年03月18日.

检测要求 :. 根据客户要求检测.

请参见下一页.

请参见下一页.

检测方法 :.

检测结果 :.

.

除非另有说明，本检测结果仅与被检测物品有关。仅供客户内部使用，不对社会具有证明作用。未经检验机构书面同

意，委托人不得擅自使用检测结果进行不当宣传。

.
SGS 授权签字人. . .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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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报告. NBF20-001110-01 发布日期: 2020年03月18日.

检测样品描述 :.

样品编号. SGS样品ID. 描述.

1. NBF20-001110.001 定型包装 包装完好.

理化检测.

检测结果 :.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方法. 定量限.检测结果.

001.

限值. 单项说明.

- 蛋壳清洁、花斑

颜色鲜亮、无破

裂、蛋形正常.

Q/HSD 0004S-2019蛋壳. - ①. 符合.

- 浓厚.Q/HSD 0004S-2019蛋白. - ②. 符合.

- 居中、轮廓明

显、胚胎未发育.

Q/HSD 0004S-2019蛋黄. - ③. 符合.

备注 :. ①蛋壳清洁、花斑颜色鲜亮（鹌鹑蛋）、不破裂、蛋形正常。

②浓厚

③居中、轮廓明显、胚胎未发育.

备注：

1.限值：按照Q/HSD 0004S-2019 一级（由客户提供，SGS不承担提供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责任）.

*** 结束 ***.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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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标标标签审核签审核签审核签审核                                     No:    ASH20-006709-01                          发布发布发布发布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20-03-10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第 1 页 共 6 页 

客户名称: 湖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客户地址: 湖北省孝感市安陆解放大道东 3 号 

样品名称: 元童鲜鹌鹑蛋 

样品批号: / 

生产日期: 20200227 

生产商: 湖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商标:  / 

样品其他信息:  规格：175 克（20 枚）/盒 

---------------------------------------------------------------------------------------------------------------------------------------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样品样品样品样品及及及及信息由客户信息由客户信息由客户信息由客户提供及确认提供及确认提供及确认提供及确认, SGS 不承担证实客户提供信息的准确性、适当性和不承担证实客户提供信息的准确性、适当性和不承担证实客户提供信息的准确性、适当性和不承担证实客户提供信息的准确性、适当性和(或或或或)完整性责任。完整性责任。完整性责任。完整性责任。 

 

样品接收日期: 2020-03-05 

审核周期: 2020-03-05 ~2020-03-07 

 

审核审核审核审核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根据申请者的要求: 

标签审核 

 

审核审核审核审核依据依据依据依据:  

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审核结果审核结果审核结果审核结果:  

请参见下页 

 

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经审核，该标签所审项目符合审核依据要求 

 

除除除除非非非非另有另有另有另有说明，本说明，本说明，本说明，本标签审核标签审核标签审核标签审核结果仅与结果仅与结果仅与结果仅与被审核被审核被审核被审核标签标签标签标签有有有有关关关关。。。。仅供客户内部使用，不对社会具有证明作用。未仅供客户内部使用，不对社会具有证明作用。未仅供客户内部使用，不对社会具有证明作用。未仅供客户内部使用，不对社会具有证明作用。未

经检验机构书面同意，委托人不得擅自使用检测结果进行不当宣传经检验机构书面同意，委托人不得擅自使用检测结果进行不当宣传经检验机构书面同意，委托人不得擅自使用检测结果进行不当宣传经检验机构书面同意，委托人不得擅自使用检测结果进行不当宣传 

 

 

 

 

 

 

……………………… 

SGS 授权签字人 

 

 

6AB6A8AB-0F86-44dc-AB7D-B337A94722CB



                                                                                                                 
 
 
 
 
 
 
 

标标标标签审核签审核签审核签审核                                     No:    ASH20-006709-01                          发布发布发布发布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20-03-10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第 2 页 共 6 页 

样品描述样品描述样品描述样品描述:   

样品样品样品样品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SGS 样品样品样品样品 ID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1 ASH20-006709.001 定型包装 包装完好 

 

审核结果审核结果审核结果审核结果:  

标标标标 准准准准 规规规规 定定定定 标标标标 示示示示 内内内内 容容容容 
审核审核审核审核 

结果结果结果结果 
条款要求条款要求条款要求条款要求 修改建议修改建议修改建议修改建议 

 有包装的农产品有包装的农产品有包装的农产品有包装的农产品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需要包装销售的农产品以及获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

产品等认证的农产品，但鲜活畜、禽、水产品除外----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 第七条 

1 文字与标志 

符合 

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 第十

一、十二条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十二条 

/ 

2 品名 

符合 

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 第十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第二十八条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十二条 

/ 

3 产地 

符合 

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 第十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第二十八条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十二条 

/ 

4 生产者或销售者的

名称 

符合 

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 第十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第二十八条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十二条、第

三十五条 

/ 

97994714-573A-418b-B0F1-CD21F93660E4



                                                                                                                 
 
 
 
 
 
 
 

标标标标签审核签审核签审核签审核                                     No:    ASH20-006709-01                          发布发布发布发布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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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标标标 准准准准 规规规规 定定定定 标标标标 示示示示 内内内内 容容容容 
审核审核审核审核 

结果结果结果结果 
条款要求条款要求条款要求条款要求 修改建议修改建议修改建议修改建议 

5 生产日期 

符合 

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 第十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第二十八条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十二条 

/ 

6 保质期 

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第二十八条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十二条 

/ 

7 产品质量等级 

不适用 

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 第十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第二十八条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十二条 

/ 

8 转基因标识 不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第三十条 

/ 

9 * 原产地 / 原产国

（地区） 

不适用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十五条 

/ 

10 *境内代理商名称 /

地址/联系方式 

不适用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十五条 

/ 

11 *分装企业/分装时

间/地点/保质期 

不适用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十五条 

/ 

12 其它 

不适用 

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 第十

二条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十三条、第

/ 

A1B3EEB6-77A3-42d9-A435-925B0D4A0B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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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标标标 准准准准 规规规规 定定定定 标标标标 示示示示 内内内内 容容容容 
审核审核审核审核 

结果结果结果结果 
条款要求条款要求条款要求条款要求 修改建议修改建议修改建议修改建议 

三十四条 

 未包装的农产品未包装的农产品未包装的农产品未包装的农产品 

未包装的农产品，应当采取附加标签、标识牌、标识带、说明书等形式标明农产品的品名、生产地、生产者或者销

售者名称等内容----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 第十条 

1 品名 

不适用 

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 第十

条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十四条 

/ 

2 产地 

不适用 

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 第十

条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十四条 

/ 

3 生产者或销售者的

名称 
不适用 

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 第十

条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十四条 

/ 

4 其他相关规定 

不适用 

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 第十

二条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十三条、第

三十四条 

 

/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以上审核基于客户提供的信息，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SGS 不承担证实客户提供信息的准确性

的责任。 

2，进口食用农产品的包装或者标签应当符合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

并同时载明上表中的*项。 

F960B741-DE72-4c47-A53C-ADF49F0966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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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照片：标签照片：标签照片：标签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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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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