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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西绿色生态品牌建设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吉安市标准化信息所、新干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新干县市场监管局、吉安市井

冈蜜柚发展服务中心、吉安市园艺场、江西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吉安井冈农业园艺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腊月红生态果业有限公司、新干县红土地专业合作社。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习海军、廖云勇、蔡萌、周清、肖委明、刘涛、曾平章、周小钢、刘国庆、聂

建春、邓子阳、肖光华、肖招娣、吴秀娟、扶丽红、涂琰宇、周小玲、郭娟华、周梦娇、龙伟、黄毓、

陈宇沛、姚易根、卢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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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绿色生态 井冈蜜橘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江西绿色生态井冈蜜橘术语和定义、品种、分级要求、评价指标。

本文件适用于井冈蜜橘生产经营主体申请“江西绿色生态”认证评价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

GB 5009.23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酸度的测定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8210 出口柑桔鲜果检验方法

GB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所有部分）

GB/T 9659 柑桔嫁接苗

GB/T 12947 鲜柑橘

GB/T 13607 苹果、柑桔包装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 394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NY/T 973 柑桔无病毒苗木繁育规范

NY/T 1189 柑桔贮藏

NY/T 2044 柑橘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规范

DB36/T 619 江西省农业用水定额

DB36/T 994 早熟温州蜜柑大棚完熟栽培技术规程

DB36/T 1138 “江西绿色生态”品牌评价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DB36/T 113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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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井冈蜜橘 Jinggang tangerine

以红色“井冈”作为品牌引导，运用DB36/T 994技术栽培早熟温州蜜柑（品种为宫川、兴津），培

育的高品质柑橘品牌。

3.2

江西绿色生态 井冈蜜橘 Jiangxi green ecological Jinggang tangerine

符合“江西绿色生态”品牌评价通用要求及本文件技术要求，并通过“江西绿色生态”品牌评价活

动的井冈蜜橘产品。

4 品种

4.1 品种来源

品种来源于温州蜜柑宫川及其变种。

4.2 品种划分

4.2.1 划分条件：以果实形状、横径、重量、色泽、成熟期、固形物、含酸量、固酸比、种子数以及

树形、树势等划分为宫川、兴津，见表 1。

4.2.2 划分原则：主要以品种、果形、横径、重量、成熟期鉴别。条件不符者为非本标准品种。

表 1 井冈蜜橘品种区别

品种 植物学特性 主要区别

宫川
树势中等，树形开张，大枝开展，略显披垂，小枝粗长，无刺；叶为狭椭

圆形或椭圆形，两端渐尖，翼叶小，夜色浓绿，质厚；果皮橙红色，鲜艳

富光泽，果肉深橙色，囊壁薄，细嫩化渣，风味浓，微具香气。常规栽培

10月上中旬成熟，适应性广。

果实大，扁圆形，果型指数 1.27

兴津
果实中等大，扁圆形或倒圆锥形，

果型指数 1.3

5 分级要求

5.1 分级依据

根据井冈蜜橘外观指标分为特级、一级、二级，果品分级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果品分级指标

项目 特级 一级 二级

果实横径

（mm）
65～70 60～65 70～75

重量（g） 125～145 105～125 145～165

果形 扁圆形或倒圆锥形，果形端正，无畸形果，具有本品固有特性，整齐度高

色泽 果实高度着色，橙红，有光泽 果实良好着色，橙黄至橙红 果实基本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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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洁度
果面光洁，病虫害总面积不超过

3%

果面光洁，病虫害总面积不超过

5%

果面光洁，病虫害总面积不超过

7%

风味 肉质细嫩化渣，口感甜，风味浓，微具香气，无异味

5.2 分级原则

5.2.1 同一个箱内的果品单果间横径差距不能超过 5mm。

5.2.2 三个级别的果品应符合表 2 规定的要求，不符合以上要求的视为级外果。

6 评价指标

江西绿色生态井冈蜜橘产品评价指标由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组成。一级指标包括资源节约属性、环

境保护属性、生态协同属性和质量引领属性，二级指标是一级指标的具体化。产品评价指标应符合表3

的规定。

表 3 产品评价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标准值 判定依据和方法

资源

节约

属性

合理使用

灌溉水
吨

秉持节约用水的原则，减少水资源浪费，符合DB36/T 619的

要求

查看制度文件，用水统计

记录

生产基地

综合耗能
/

制定基础设施、生产设备、办公行政等节水节电制度，明确

管理职责和人员

查看制度文件，综合能耗

统计记录等

包装综合

耗能
/

包装应符合GB/T 191、GB 7718、GB/T 13607的要求，使用井

冈蜜橘品牌专用标志、鼓励使用商品二维码或GS1商品条码进

行产品信息溯源，制定包装材料节约、循环利用、回收废弃

等制度，明确管理职责和人员

查看产品包装，制度文件，

综合能耗统计记录等

储运综合

耗能
/

长途运输宜5℃～8℃冷藏运输，保持相对湿度85%～90%；贮

存应符合NY/T 1189的要求，制定贮存、运输过程降低能耗等

制度，明确管理职责和人员

查看储运记录，制度文件，

综合能耗统计记录等

环境

保护

属性

布局选址 /
符合NY/T 391的要求，选择生态环境好、无污染的地区，远

离工矿区和公路、铁路干线，避开污染源
结合规划图实地察看

苗木选择 / 选择无病毒苗木种植，苗木质量符合GB/T 9659的要求 NY/T 973、GB/T 9659

防治方法 /
符合NY/T 2044的要求，优先使用物理防治、生物防治、人工

防治等防治技术和方法

查看生产过程农事活动记

录

空气质量 / 环境空气质量符合GB 3095的规定 查看空气质量检测报告

灌溉水水

质
/ pH值5.5～7.0，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符合GB 5084的规定 查看水质检测报告

土壤环境

质量
/

土壤pH值4.2～6.0，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符合GB 15618

的规定

查看土壤环境质量检测报

告

合理使用

农药
/ 农药的使用符合NY/T 393、GB 8321的规定

查看农药来源、贮存及使

用记录

合理施用

肥料
/ 肥料的使用符合NY/T 394的要求

查看肥料来源、贮存及使

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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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使用

完熟技术

保鲜

/ 果实挂树保鲜从10月中旬至次年2月
查看大棚建设、技术推广

及管理记录

生态

协同

属性

生态屏障 /
与其他生产区域间设置有效的缓冲带或物理屏障，防止生产

基地受到污染，视情况设置防护林
结合规划图实地察看

生物多样

性保护
/

保护生物栖息地，保护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多样性，维持生态平衡
结合规划图实地察看

可持续生

产
/

保证基地具有可持续生产能力，不对环境或周边其他生物产

生污染

结合规划图实地察看，分

析面源、点源污染情况

质量

引领

果实横径 mm 见表2

按GB/T 8210规定的方法进

行检验

重量 g 见表2

果形 / 见表2

色泽 / 见表2

光洁度 / 见表2

风味 / 见表2

可溶性固

形物
% ≥15

可食率 % ≥70

总酸度 % ≤0.95 GB 5009.239

固酸比 / 30～40：1

固酸比计算：X2=S/A

式中：X2为固酸比；S为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A为可滴

定酸含量，单位为%

维生素C mg/100g ≥30
GB/T 12947

维生素B2 mg/100g ≥1.5

铅（以Pb

计）
mg/kg ≤0.1 GB 5009.12

镉（以Cd

计）
mg/kg ≤0.05 GB 5009.15

真菌毒素

限量
/ 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GB 2761的规定 查看产品检测报告

其他污染

物限量
/ 其他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 2762的规定 查看产品检测报告

农药残留

限量
/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应符合GB 2763的规定 查看产品检测报告

7 品牌互认

支持有条件的获证的江西绿色生态井冈蜜橘与赣鄱正品、赣出精品等区域品牌互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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