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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报告
实验室样品编号

128-2020-00043776

报告日期 2021年01月04日

报告编号

AR-21-VV-000263-01

Ì055090530000139727@Î

厦门元初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宜兰路7号世纪大厦24层

样品编号 :

128-2020-00043776/ AR-21-VV-000263-01

客户样品编号 :

供应商：长泰县桐子园家禽饲养专业合作社
生产批次：20201226
抽样方式：瑞景广场店抽检

样品描述 :
样品包装 :

元初肉铺长泰水鸭
密封塑料袋

样品接收日期 :
检测开始日期 :
检测结束日期 :

2020年12月29日
2020年12月29日
2021年01月03日

接收时样品温度 (°C)

11.0
固体

样品类型

结果
VV13H

兽药残留筛查

910g

样品重量
单位

定量限

检出限

方法 : 内部方法

所有扫描的兽药

<LOQ

µg/kg

完整的参数列表 (* = 定量限)
VV13H

兽药残留筛查 (146项)(LOQ* µg/kg)

4,4'-二氨基二苯砜 (5)
丙硫多菌灵（阿苯达唑） (5)
倍他松丁酸酯 (5)
劳拉西泮 (5)
吲哚美辛 (5)
地塞米松 (5)
奥硝唑 (5)

α-玉米赤霉烯醇 (5)
二氟拉松双醋酸酯 (5)
倍他米松 (5)
勃地酮 (5)
咪哒唑仑 (5)
地夫可特 (5)
奥芬达唑 (5)

α-玉米赤霉醇 (5)
二氟沙星（双氟沙星） (5)
倍他米松戊酸酯 (5)
双烯雌酚（己二烯雌酚） (5)
哈西奈德 (5)
地西泮（安定） (5)
妥布特罗 (0.5)

β-玉米赤霉烯醇 (5)
二甲硝咪唑(地美硝唑) (5)
倍氯米松 (5)
可的松 (5)
喷布特罗 (0.5)
培氟沙星 (5)
安西奈德 (5)

恩诺沙星 (5)

恶喹酸 (5)

拉沙里菌素（拉沙洛菌素） (5)

林可霉素 (5)
氟氢缩松 (5)
氟苯咪唑(氟苯达唑) (5)
氯倍他索丙酸酯 (5)
泰乐菌素 (5)
特布他林 (0.5)
甲基泼尼松龙醋酸酯 (5)
甲硝唑 (5)
磺胺二甲嘧啶 (5)
磺胺异恶唑(磺胺二甲异恶唑 )
(5)
磺胺苯吡唑 (5)
罗红霉素 (5)
莫米他松糠酸酯 (5)
诺氟沙星 (5)
醋酸曲安奈德 (5)
醋酸氯地孕酮 (5)
阿苯达唑亚砜 (5)

格列吡嗪 (5)
氟甲喹 (5)
氟苯尼考 (2)
氯硝西泮 (5)
泼尼卡酯 (5)
玉米赤霉烯酮 (5)
甲基盐霉素 (5)
甲苯咪唑 (5)
磺胺吡啶 (5)
磺胺氯哒嗪 (5)

格列本脲 (5)
氟米松 (5)
氢化可的松 (5)
氯苯胍 (5)
泼尼松 (5)
玉米赤霉酮 (5)
甲基睾酮 (5)
甲苯磺丁脲 (5)
磺胺喹噁啉 (5)
磺胺甲噻二唑 (5)

曲安奈德 (肾上腺皮质类脂醇)
(5)
格列美脲 (5)
氟米龙 (5)
氢化可的松丁酸酯 (5)
氯霉素 (0.1)
泼尼松龙 (5)
环丙沙星 (5)
甲氧苄啶（甲氧苄氨嘧啶） (5)
盐酸克林霉素 (5)
磺胺嘧啶 (5)
磺胺甲基嘧啶 (5)

磺胺苯酰(苯甲酰磺胺) (5)
美洛昔康 (5)
莫美他松 (5)
达氟沙星 (5)
醋酸曲安西龙双 (5)
醋酸泼尼松 (5)
麻保沙星 (5)

磺胺邻二甲氧嘧啶 (5)
群勃龙 (5)
莫能菌素 (5)
酮洛芬 (5)
醋酸氟氢可的松 (5)
醋酸泼尼松龙 (5)

磺胺间二甲氧嘧啶 (5)
芬苯达唑 (5)
莱克多巴胺 (0.5)
醋酸倍他米松 (5)
醋酸氟米龙 (5)
醋酸甲羟孕酮 (5)

β-玉米赤霉醇 (5)
交沙霉素 (5)
倍氯米松双丙酸酯 (5)
司帕沙星 (5)
噻菌灵（噻苯咪唑） (5)
奥比沙星 (5)
尼卡巴嗪（以1,3-二(4-硝基苯)脲
计） (5)
替硝唑 (5)

三唑仑 (5)
依诺沙星 (5)
克仑特罗 (0.5)
吉他霉素 (5)
地克珠利 (5)
奥沙西泮 (5)
布地奈德 (5)

氟尼辛葡甲胺 (5)
氟罗沙星 (5)
氢化可的松戊酸酯 (5)
沙丁胺醇 (0.5)
洛硝哒唑 (5)
瑞格列奈 (5)
甲灭酸 (5)
盐霉素 (5)
磺胺噻唑 (5)
磺胺甲基异恶唑(新诺明) (5)

氟替卡松丙酸酯 (5)
氟芬那酸 (5)
氧氟沙星 (5)
沙拉沙星 (5)
洛美沙星 (5)
甲基泼尼松 (5)
甲砜霉素 (2)
硝西泮 (5)
磺胺对甲氧嘧啶 (5)
磺胺甲氧哒嗪 (5)

磺胺间甲氧嘧啶 (5)
苯硝咪唑 (5)
萘啶酮酸 (5)
醋酸可的松 (5)
醋酸氟轻松 (5)
阿普唑仑 (5)

红霉素 (5)
茚酮苯丙酸 (5)
西诺沙星 (5)
醋酸地塞米松 (5)
醋酸氢化可的松 (5)
阿氯米松双丙酸酯 (5)

签名

Kevin Fu
授权签字人

欧陆分析检测技术服务（青岛）有限公司
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河东路368号6号楼2层
邮编：266112

+86 400 076 1880
电话
+86 532 5567 5309
传真
www.eurofin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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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LOQ: 定量限
<LOQ: 小于定量限
N/A 表示不适用
总量结果由分量组分的定量值计算得出

带☆的检测项目是分包给欧陆分析集团内的实验室检测
带◎的检测项目是分包给欧陆分析集团外的实验室检测

样品名称和样品信息由客户提供及确认，本公司不负责证实客户提供的信息的准确性、关联性、适当性和（或）完整性。
本报告结果仅对受检样品负责。
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许可，客户和任何第三人不得节选或删改本报告。使用人应完整使用本报告。
结果仅供客户内部使用，不作为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对外公开。未经我公司书面批准，不得擅自使用检测结果及证书进行不当宣传。
本报告适用于欧陆分析服务通用条款
谨代表 欧陆分析检测技术服务（青岛）有限公司

报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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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266112

+86 400 076 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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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532 5567 5309
传真
www.eurofin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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