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映西百妖仇利士乳立有限公司

乳粉成品報告
NO: 323260418

声品名称 金瑞仇喜恩牛如配方羊妨粉 生声批号 CP2016260418A

都 臓
′ド″ ・

声品規格 800g× 12折 祥品数量 5× 800g 生声日期 20180426

抽祥基数 575件 4pFT 抽祥地点 成品庫房 栓強日期 20180427

抽祥部 |] 品控部 包装状恣 完好 扱告日期 20180503

栓唸依据 GB19644、 GB28050、  GB7718

序号 栓強項目 単位/分炎 林准要求 栓唸結果 単項井J定

1 感官

色 澤 符合相成声品的特性 呈均句一致乳黄色 合格

滋味、気味 符合相庄声品的特性
具有本品泣有的滋気

味,元其官昇味
合 格

狙須状恣
符合相庄声品的特性,声品不

座有正常祝力可兄的外来昇物
干燥粉末状 ,元結決 合格

沖凋性 符合相庇声品的特性
洞湿下況快,沖后元

困決、元況淀
合格

2 育ヒ橿邑 k」 〔【2148 1966 合格

3 蛋白辰 g/100g ン16.5 16.7 合格

4 月旨月方 g/100g く【20.4 18.8 合格

5 破水化合物 g/100g ン48.0 58.0 合格

6 納 mg/100g く〔480 合格

7
二十二破六帰

西か (DHA)
g/100g ン0.024 0.0438 合格

8 鍵生素A μg RE/100g 480-1080 690 合格

9 笙生素D ‖g/100g 4.8-10.8 7.42 合格

10 窄生素E mg α―TE/100g ン3.20 6.54 合格

鍵生素Bl mg/100g ン0 304 0.474 合格

象生素B2 mg/100g ン0.40 1.58 合格

繊生素B6 mg/100g ン0.40 0.793 合格

14 窄生素C mg/100g ン40.0 149 合格

叶酸 (B9) llg/100k」 ン320 433.26 合 格

窄生素B12 μg/100g ン 1.00 2.76 合格

17 ′因醗月安 mg/100g ン4.20 7.248 合格

胆城 mg/100g ≫ 160 合格

何 mg/100g ン480 846 合格

鉄 mg/100g ン6.0 10.51 合格

牛 mg/100g ン3.20 4.53 合格

水分 % <5.0 2.65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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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323260418

栓強結果 単項井1定

霞

喩

序 号 栓強項目 単位/分炎 林准要求

余庚度 me/ke ≪ 12 8 合格

280:310

190:170

230

合格
24 菌落恵数 CFU/g n=5 c=2 m=50000 M=200000

大腸菌群 CFU/g n=5 c=l m‐ 10 M=100

<10: <10
<10:<10

<(10

合格

金黄色葡萄球甚 CFU/g n=5 c=2 m=10 M=100

<10: <10
<10: <10

<〔 10

合格

沙 |]氏菌 CFU/g 不得栓出 (n=5c=O m=0/25g) 未栓出 合格

鉛 melke ≪ 0 15 未栓出 合格

石申 mg/ke <0.5 未栓出 合格

30 錯 mglkg ≪ 2.0 0.18 合格

硝酸盆 me/kc 〔〔100 合格

亜硝酸盆 mg/ke ≪ 2 0.4 合格

三衆気肢 mc/ke ≪2.5 未栓出 合格

0.23 合格
34 黄曲尋毒素Ml tte/ke ≪ 0.5

浄含量 単瞬浄含量 (g) ン800.0 800 合格

菅赤林釜

声品名称、生声日期、保辰期、lll存方法、生声地址、QSI号、声品

的炎男J及属性、配料表、菅芥成分、浄含量、特男J声 明、食用方法及

特男J宣称

合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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