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广东好粮油”产品质量安全
监督抽查报告

根据开展“中国好粮油”专项行动要求，为掌握好我省好粮油

产品的质量安全情况，推动粮食精深加工转化，提高好粮油产品

附加值，加快“广东好粮油”品牌建设步伐，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

众对“吃得好、吃得有营养、吃得健康”的消费升级需求，我站受

广东省粮食行业协会委托，对我省“广东好粮油”产品开展质量安

全抽检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次抽查共扦取 10家“广东好粮油”企业生成的 12批次大米

及小麦粉产品样品，总代表数量为 142.740吨，详细信息见表 1。

其中大米样品 8 份，代表数量为 30.815 吨，涉及企业 8 家，包

括广州市江丰米业有限公司、广州岭南穗粮谷物股份有限公司、

江门市粮油储备调剂有限公司、台山市国有粮食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市太粮米业有限公司、惠州伴永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广东

新天润粮油集团有限公司及汕头市粮丰集团有限公司；小麦粉样

品 4 份，代表数量为 111.925吨，涉及企业 3 家，包括广州岭南

穗粮谷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新粮实业有限公司面粉厂及广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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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面粉有限公司。根据《中国好粮油 大米》（LS/T 3247—2017）

和《中国好粮油 小麦粉》（LS/T 3248—2017），本次大米及小麦

粉样品抽检质量指标达标率及食品安全指标合格率均为 100%。

表 1 各企业抽检基本情况

二、质量安全指标抽检情况

（1）大米样品质量安全指标抽检情况

本次抽检大米样品质量指标包括：水分含量、不完善粒含量、

杂质总量、黄粒米含量、互混、色泽、气味、食味值、碎米总量、

序号 企业 产品 代表数（吨） 达标情况

1
广州市江丰米业有限

公司
大耕园新油粘米 6.000 符合《中国好粮油 大米》三级标准要求

2
广州岭南穗粮谷物股

份有限公司

红牡丹小农粘米 2.500 符合《中国好粮油 大米》三级标准要求

红牡丹高筋小麦粉 9.125
符合《中国好粮油 小麦粉》优质强筋二级小

麦粉标准要求

3
江门市粮油储备调剂

有限公司
AAAAA 象牙香粘米 1.540 符合《中国好粮油 大米》三级标准要求

4
台山市国有粮食集团

有限公司
珍香丝苗米（五星） 12.525 符合《中国好粮油 大米》三级标准要求

5
东莞市太粮米业有限

公司
靓虾王香软米 6.250 符合《中国好粮油 大米》三级标准要求

6
惠州伴永康粮油食品

有限公司
伴永康油粘米 0.250 符合《中国好粮油 大米》二级标准要求

7
广东新天润粮油集团

有限公司
新天润怀集丝苗米 0.750 符合《中国好粮油 大米》三级标准要求

8
汕头市粮丰集团有限

公司
珍珠米 1.000 符合《中国好粮油 大米》三级标准要求

9
广东新粮实业有限公

司面粉厂

会元牌金美人糕点用

小麦粉
50.000

符合《中国好粮油 小麦粉》优质低筋一级小

麦粉标准要求
白菊牌高级糕点粉 37.500

10
广东金禾面粉有限公

司
莲花高筋粉心粉 15.300

符合《中国好粮油 小麦粉》优质强筋二级小

麦粉标准要求



— 3 —

垩白度及垩白粒率，大米样品所检食品安全指标包括：2 项主要

真菌毒素指标（黄曲霉毒素 B1和赭曲霉毒素 A）、6 项主要污染

物相关指标（铅、镉、汞、总砷、铬及苯并[a]芘）与 28 项主要

农药残留指标（苄嘧磺隆、丙硫克百威、稻丰散、敌稗、敌瘟磷、

丁草胺、多菌灵、氟酰胺、禾草敌、甲基嘧啶磷、甲萘威、喹硫

磷、氯虫苯甲酰胺、马拉硫磷、三唑磷、杀虫环、杀虫双、杀螟

丹、杀螟硫磷、异丙威、甲基毒死蜱、磷化铝、溴氰菊酯、艾氏

剂、滴滴涕、狄氏剂、六六六及七氯）以及相关产品追溯信息，

总体抽检情况如表 2 所示，8 份大米样品抽检质量指标达标率及

食品安全指标合格率均为 100%。

表 2 大米样品质量安全指标抽检情况
指标

类别
检测项目 标准要求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合格率

（%）

质量

指标

水分含量（％） ≤14.5 13.3 14.1 12.5 100

不完善粒含量（%） ≤1.0 0.8 1.0 0.5 100

杂质总量（%） ≤0.1 0.0 0.0 0.0 100

黄粒米含量（%） ≤0.1 0.1 0.1 0.0 100

互混（%） ≤0 0.0 0.0 0.0 100

色泽、气味 无异常色泽和气味 无异常色泽和气味 100

食味值（分）
二级：≥85 85 85 85 100

三级：≥80 83 87 81 100

碎米总量（%） ≤15.0 7.9 9.5 6.4 100

垩白度（%）
二级：≤6.0 0.5 0.5 0.5 100

三级：≤8.0 0.4 1.2 0 100

垩白粒率（%）
二级：≤5.0 2.1 2.1 2.1 100

三级：≤7.0 1.9 5.9 0.3 100

安全

指数

PN真菌毒素 ≤0.7 0.05 0.05 0.05 100

PN污染物 ≤0.7 0.4 0.5 0.3 100

PN农药残留 ≤0.7 0.2 0.2 0.2 100

追溯

信息

食品名称 均符合要求

配料清单 均符合要求

净含量 均符合要求

制造者经销者的名称和 均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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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类别
检测项目 标准要求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合格率

（%）

地址

日期标示 均符合要求

产品标准号 均符合要求

质量等级 均符合要求

保质期 均符合要求

产地 均符合要求

贮藏说明 均符合要求

产品类型 均符合要求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均符合要求

基本要求 均符合要求

营养标签的表述 均符合要求

营养成分表 均符合要求

营养成分含量的标示 均符合要求

营养标签格式 均符合要求

营养标签的应用单元 均符合要求

营养标签强制标示内容 均符合要求

能量和营养成分储量的

表达方式
均符合要求

营养成分的名称和顺序、

标示单位、修约间隔、“0”

界限值

均符合要求

（2）小麦粉质量安全指标抽检情况

本次抽检小麦粉样品质量指标包括：含砂量、磁性金属物、

水分含量、降落数值、色泽气味、湿面筋含量、面筋指数、食品

评分值、灰分、粉质吸水率、粉质稳定时间、最大拉伸阻力、延

展性、吹泡 P 值及吹泡 L 值，小麦粉样品所检食品安全指标包

括：4 项主要真菌毒素指标（黄曲霉毒素 B1、脱氧雪腐镰刀菌烯

醇、赭曲霉毒素 A 及玉米赤霉烯酮）、5 项主要污染物指标（铅、

镉、汞、总砷、铬及苯并[a]芘）与 20 项主要农药残留指标（矮

壮素、百草枯、草甘膦、敌草快、毒死蜱、甲基嘧啶磷、氯菊酯、

氰戊菊酯和 S-氰戊菊酯、杀螟硫磷、生物苄呋菊酯、溴氰菊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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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效醚、甲基毒死蜱、磷化铝、氯虫苯甲酰胺、艾氏剂、滴滴涕、

狄氏剂、六六六及七氯）以及相关产品追溯信息，小麦粉样品的

总体抽检情况如表 3 所示，4 份小麦粉所抽检的质量指标达标率

及食品安全指标合格率均为 100%。

表 3 小麦粉样品质量安全指标抽检情况

指标

类别
检测项目 标准要求

优质强筋小麦

粉指标检测平

均值

达标率

（%）

优质低筋小麦

粉指标检测平

均值

达标率

（%）

质量

指标

含砂量（%） ≤0.01 0 100 0 100

磁性金属物（g/kg） ≤0.002 0 100 0 100

水分含量(%) ≤14.5 13.5 100 13.6 100

降落数值(s) ≥200 551 100 412 100

色泽气味 正常 正常 100 正常 100

湿面筋含量(%) 优质强筋二级：≥30 32.3 100 19.3 100

面筋指数(%) 优质强筋二级：≥85 90 100 91 100

食品评分值(分) —— 82 —— 82 ——

灰分(%) —— 0.48 —— 0.49 ——

粉质吸水率（%） —— 63.2 —— 52.9 ——

粉质稳定时间（min） —— 43.7 —— —— ——

最大拉伸阻力（EU） ——

45 min：697 —— —— ——

90 min：1025 —— —— ——

135 min：1080 —— —— ——

延展性（mm） ——

45 min：162 —— —— ——

90 min：135 —— —— ——

135 min：133 —— —— ——

吹泡 P值/(mm H2O) —— —— —— 64 ——

吹泡 L值/(mm) —— —— —— 38 ——

安全

指数

PN真菌毒素 ≤0.7 0.08 100 0.09 100

PN污染物 ≤0.7 0.4 100 0.3 100

PN农药残留 ≤0.7 0.2 100 0.2 100

追溯

信息

食品名称 —— 均符合要求

配料清单 —— 均符合要求

净含量 —— 均符合要求

制造者经销者的名称

和地址
—— 均符合要求

日期标示 —— 均符合要求

产品标准号 —— 均符合要求

质量等级 —— 均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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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类别
检测项目 标准要求

优质强筋小麦

粉指标检测平

均值

达标率

（%）

优质低筋小麦

粉指标检测平

均值

达标率

（%）

保质期 —— 均符合要求

产地 —— 均符合要求

贮藏说明 —— 均符合要求

产品类型 —— 均符合要求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 均符合要求

基本要求 —— 均符合要求

营养标签的表述 —— 均符合要求

三、潜在风险与建议

以上抽检结果表明，本次抽检的“广东好粮油”产品质量指标

达标率、食品安全指标合格率均处于较高水平，整体质量品质良

好，产品追溯信息较为规范完整。但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抽检的

部分好粮油大米样品所检质量指标检测值为临界水平（表 4），

其中 3 份大米样品不完善粒含量为 0.8~1.0%（标准要求≤1.0%），

占样品总数 37.5%；4 份样品黄粒米含量为 0.1%（标准要求

≤0.1%），占样品总数 50.0%；1 份样品食味值（标准要求≥85分），

占样品总数 12.5%。

表 4 大米样品检测值临界情况

大米样品临界指标 标准要求 临界样品份数 临界值范围 占样品总数比例

不完善粒含量（%） ≤1.0 3 0.8~1.0 37.5%

黄粒米含量（%） ≤0.1 4 0.1 50.0%

食味值（分） 二级：≥85 1 85 12.5%

根据本次抽检结果，为确保“广东好粮油”品牌战略工作的

持续深入开展，发挥广东粮油行业联盟作用，有必要进一步加大

好粮油质量抽检频次，特别是本次抽检出现临界情况较高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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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跨前一步，做好风险评估和应对措施，加快推进“广东好

粮油”行动，以此不断满足市民美好生活、品质生活需要。

广东省粮食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