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标志产品 琼中绿橙》 地方标准修订编制说明 
 

一、项目简况 

（一）标准名称：地理标志产品 琼中绿橙 

（二）任务来源（项目编号）：根据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海南省 2020 年第二

批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项目编号：2020-X012。 

（三）起草单位：琼中县农业技术研究推广中心、海南大学。 

（四）单位地址： 琼中县营根路 40号政务中心大楼 7楼。 

（五）参与起草单位：琼中县琼中绿橙协会。 

（六）标准起草人：杨海中，王文丽，廖孝文，黄家权，李新国，陈李叶，高尚，凌梅，符

致飞，简道仓，陈水斌。具体任务分工等见表1。 

表 1：标准起草人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职称 任务分工 联系方式 

1 杨海中 

琼中县农业技术

研究推广中心 

植保站

站长 

高级农

艺师 

负责资料收集、

标准修订和编

制说明编写工

作 

13976179252 

2 王文丽 

琼中县农业技术

研究推广中心 

植保站

办事员 

助理农

艺师 

负责资料收集、

参与标准修订

和编制说明编

写工作 

15203004076 

3 廖孝文 

琼中县农业农村

局 

主任 

科员 

助理农

艺师 

组织和协调标

准的修订工作 
13907637997 

4 黄家权 海南大学 
科研人

员 
教授 

负责资料收集

和标准初稿的

修订编写工作 

13876248421 

5 李新国 海南大学 
科研人

员 
教授 

负责资料收集

和标准初稿的

修订编写工作 

13637618791 

6 陈李叶 

琼中县农业技术

研究推广中心 

主任 
高级农

艺师 

协调标准修订

工作 
13876419654 

7 高  尚 

琼中县农业技术

研究推广中心 

副主任 
助理农

艺师 

参与标准修订

工作 
18508910436 

8 凌  梅 

琼中县农业技术

研究推广中心 

种子站

办事员 
农艺师 

参与标准修订

工作 
13976611482 



9 符致飞 
琼中县琼中绿橙

协会 

名誉会

长 
 

参与标准修订

工作 
13907637390 

10 简道仓 
琼中县琼中绿橙

协会 
会长  

参与标准修订

工作 
13807528368 

11 陈水斌 
琼中县琼中绿橙

协会 
副会长  

参与标准修订

工作 
18789000338 

 

 

二、修订情况 

（一）修订标准的的必要性和意义及背景 

“琼中绿橙”是我县久负盛名的特色水果产品，以色绿、风味独特而得名，具有皮薄汁

多、酸甜适中、化渣率高等优点，是"橙类"中的极品。2006 年“琼中绿橙”商标被国家商

标局批准注册，成为海南省第一个地理标志证明的商标，2006 年，经原海南省质量技术监

督局批准，《地理标志农产品 琼中绿橙（DB46/61-2006）》地方标准于 2006年 3 月 22日

正式实施。2008 年，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琼中绿橙”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2009 年

1 月 1 日，《地理标产品 琼中绿橙（GB/T22440-2008）》国家标准颁布实施，两项标准对

琼中绿橙产业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近年来，琼中绿橙优质高效栽培技术发展很快，绿色循环农业也对绿橙产业的发展提出

了新的需求，海南自贸港的建设从新的高度推动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致原有的技术标

准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原标准下，琼中绿橙内在以及外观品质不稳定，商

品价值大打折扣，使琼中绿橙产业效益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未能实现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因此，为了促进高效、优质、营养健康的琼中绿橙果品的生产，提高琼中绿橙的品质和商品

价值，满足广大消费者对琼中绿橙质量不断增长的需求，加快绿橙产业化的进程，迫切需要

修订《地理标志产品 琼中绿橙》（DB46/61-2006）。 

琼中绿橙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受柑橘黄龙病的威胁，表现为经济寿命短、产量低、果品

质劣，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需要从各生产要素出发，规避风险，增加新的问题解决

方案，保证琼中绿橙稳定的产量和品质，因此，也需要修订本标准。修订后的标准将高于国

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成为琼中绿橙产业的准入标准，根据这个标准打造升级版的“琼中绿橙”

产业。 

（二）标准修订过程简介 

2020年 8月 10日，省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关于下达海南省 2020 年第二批地

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后，由海南大学成立标准化修订小组，成员单位有海南大学、

琼中县农业技术研究推广中心，琼中县琼中绿橙协会。 

标准修订过程：海南大学热带作物学院接到任务后，由黄家权教授组织专家团队落实责

任和分工，检索资料和材料，于 2020年 12月完成了《地理标志产品 琼中绿橙》的编写初

稿，2022 年 4 月，琼中县农业技术研究推广中心收到初稿后，根据新的研究资料、成果和

生产实际情况，组织专家对初稿进行修订，4 月 12 日，琼中县农业技术研究推广中心组织

琼中绿橙协会主要骨干成员及部分种植大户就对《地理标志产品  琼中绿橙》地方标准修订

进行讨论，与会人员通过对新修订标准与 DB46/61-2006 比对和建议，5 月份形成了《地理

标志产品 琼中绿橙》征求意见稿。 

三、标准修订的原则与依据 

1、标准的制定遵循科学性、先进性、合理性和实用性的原则，力求做到科学规范、要

素准确、可操作性强，既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又符合琼中绿橙种植区域实际，为实践中遇到

的各种问题提供解决途径，修订后的各项要求均可落地。 



2、标准的格式和内容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和 GB/T 17924-2008《地理标志产品标准

通用要求》的要求和规定编写修订 

3、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等有关现行法律、

法规对制定标准的有关规定，标准的制定与这些法律、法规不存在任何冲突；与本标准相关

的国家标准或农业行业标准也不存在任何冲突。 

四、主要条款修订编制说明 

（一）主要条款 

本文件的章节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地理标志保护范围、术语和定义、要求、果实

品质、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9部分组成，其中，“要求”

是本文件的主要生产技术内容。 

本文件生产技术内容规定了琼中绿橙种植环境、果树特性、树型管理和栽培技术等要求，

适用于琼中绿橙栽培。 

（二）主要条款修订 

1、第 2 章“规范性引用文件”的删除与增加。 

本文件第 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删除了 7项规范性引用文件，具体是： 

（1）GB/T 5009.11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2）GB/T 5009.12  食品中铅的测定； 

（3）GB/T 5009.15 食品中镉的测定； 

（4）GB/T 5009.17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5）GB/T 5009.188 蔬菜、水果中甲基硫菌灵、多菌灵的测定； 

（6）NY/T 761 蔬菜和水果中有机磷、有机氯、拟除虫菊酯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多残留

检测方法；（7）DB46/T 19.6 无公害水果生产技术规程。 

增加了 11项规范性引用文件，具体是： 

（1）GB 5040柑桔苗木产地检疫规程； 

（2）GB 15569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 

（3）GB 2762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4）GB 2763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量； 

（5）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6）GB/T 191包装运输图示标志； 

（7）GB/T 9659柑桔嫁接苗； 

（8）GB/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9）NY/T 1778新鲜水果包装标识 通则； 

（10）《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农业部令 2007年第 6号修订 

（11）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78

号）》。 

2、第 4 章“术语与定义”的修订。 

（1）本文件第 4章将原“琼中绿橙” 的术语与定义“在本标准第 3章规定的范围内生

产，符合本标准的绿橙”修改为“在本标准第 3章规定范围内生产的绿橙（改良橙），果实

品质符合本标准第 6章要求”，对“琼中绿橙”定义进行明确。 

（2）根据琼中绿橙的生物学特性，增加了嫁接嵌合体、分离枝（果）和固酸比等 3 项

术语与定义。 

3、第 5 章“要求”的修订 

（1）根据生产实际，增加了“树型管理”部分要求，根据琼中绿橙分离后叶片、果实



的区别，增加了附录 B（资料性附录）内容。 

（2）本文件第 5章 4节将原标准第 5章第 3节“苗木繁育”和第 4节“栽培技术”整

合为“栽培技术”，增加了附录 C（规范性附录），使本文件更加简洁、直观。 

（3）针对柑橘黄龙病对琼中绿橙的威胁，结合最新研究成果，本文规范性附录 C 围绕

主推的“柑橘黄龙病源头防控关键技术，从苗木繁育、园地选择与规划、栽培管理和病虫害

防治增加了柑橘黄龙病防控关键技术内容。 

（4）本文件附录 C 将原标准中“苗木规格”表格进行删除，修改为具体按 GB 5040 规

定执行。 

4、第 6 章“果实品质”的修订 

将原标准第 5章第 7节“质量等级规格要求”修改为第 6章“果实品质”，并从基本要

求、规格等级、感官要求、理化指标和卫生指标等 5项进行修订确定。 

（1）基本要求：果实横径“55 mm ~ 85 mm”修改为“60mm - 85mm”，删除“非红肉

果不得超过 4 %”。 

（2）规格等级：M 果实横径“65≤d≤75”修改为“65≤d＜75”，S 果实横径“55≤d

≤65”修改为“60≤d＜65”。删除原标准“容许度”规定要求。 

（3）感官要求：将原标准分“优等、一级、二级”三个等级修改为“优等、一级”二

个等级，其中，优等果要求果实横径“65≤d≤79”，并对果形、色泽、果实横径、果面、

缺陷等内容要求进行了具体修改确定，便于实际果品加工分检时容易操作。 

（4）理化指标：原标准可溶性固形物含量“≥9%”修改为“优等≥12%，一级≥10.5%”，

增加了对固酸比的要求。 

（5）卫生指标：本文件中将原标准第 5 章第 9 节“卫生指标”的表格进行删除，修改

按照 GB 2762和 GB 2763 及有关食品的国家规定执行，对产品的检疫，按国家植物检疫有关

规定执行。同时，删除原标准对应的第 6章第 4节要求。 

5、第 9章“标志、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的修订 

本文件中增加对标志、标识的规定，即“标志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标识应符合 NY/T 

1778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