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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导导导            读读读读    

工作视点 

� 苏州市普查组到张家港市开展政策性粮食库存检查 

� 张家港市开展 2019年全民营养周活动 

� 市市场监管局督查食品条线三大行动 

工作动态 

� 张家港市召开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工作会议 

� 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重点餐饮单位食品安全飞行检查 

� 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中央厨房约谈 

� 市市场监管局开展散装糖果专项检查 

� 保税区（金港镇）开展防范保健食品诈骗专题讲座 

� 乐余镇四举措积极开展食品安全网格化联动服务 

� 凤凰镇赴南丰永联小镇江鲜美食街学习示范点创建经验 

� 市市场监管局西城分局取缔一家无证熟食加工作坊并指

导其合法经营 

监测信息 

◆◆◆◆    2019年 4月全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 

◆◆◆◆    全市农贸市场农产品快检信息 

工作简讯 

主办：张家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电话：0512-58697332 

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传真：0512-58697332 

地址：张家港市人民中路 30号                  网址：http://www.zj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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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普查组到张家港市开展政策性粮食库存检查苏州市普查组到张家港市开展政策性粮食库存检查苏州市普查组到张家港市开展政策性粮食库存检查苏州市普查组到张家港市开展政策性粮食库存检查    

5月 7日上午，苏州市政策性粮食库存数量和质量大清查第四普

查组一行 13人，到张家港市开展政策性粮食库存普查工作。 

市发改委副主任、市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副局长蔡惠良就张

家港市政策性粮食库存数量和

质量大清查工作实施情况进行

了专题汇报。听完汇报后，普查

组立即对涉及储粮单位逐一开

展实物和账务等专项检查。 

张家港市高度重视此次库存大清查工作，成立了由分管副市长

任组长，市发改（粮食）、财政、农业、统计、农发行等单位为成员

的政策性粮食库存数量和质量大清查工作推进小组，认真落实“有

仓必到，有粮必查，有账必核，查必彻底，全程留痕”的要求，在

前期进行了全覆盖自查及模拟检查，保障了全市粮食库存数量真实、

质量良好、账实相符、账账相符、储存安全。 

 

张家港市开展张家港市开展张家港市开展张家港市开展 2019201920192019 年全民营养周活动年全民营养周活动年全民营养周活动年全民营养周活动    

5 月 13 日～20 日，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张家港市卫健

委、江苏科技大学、沙洲职业工学院联合开展了 2019年张家港市全

民营养周活动，活动受众共计 1万余人次。 

工作视点工作视点工作视点工作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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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全民营养周活动以“合理

膳食、天天蔬果、健康你我”为

主题，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

理规定》的核心内容为依托，整

合调动全市营养领域资源，开展

了社区、校园科普，学生营养日、

广场宣传咨询，烹饪比赛、美食

街文化活动、食品营养安全知识竞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市民、

学生树立健康营养饮食观，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提高市民、

学生的营养健康水平。同时，先后在张家港电视台、电台、日报和

各类微信公众号上面发布了全民营养周的宣传和报道，并在全市主

要户外大并上滚动播放主题宣传内容，将活动的受益面和影响力做

到最大。通过丰富的活动和广泛的宣传，推广健康生活方式，提高

市民群众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科学素养，助力建设健康张家港。 

 

市市场监管局督查食品条线三大行动市市场监管局督查食品条线三大行动市市场监管局督查食品条线三大行动市市场监管局督查食品条线三大行动    

为高效推进食品安全大排查大检查大督查专项行动，近日，市

市场监管局陆翠珍副局长带领食品相关科室负责人对食品条线三大

行动进行督查，督查以暗访形式

开展，督察组随机检查了城区 3

个片区近 50 家食品生产经营单

位，查看专项行动成效，发掘潜

在风险和隐藏问题。 

此次督查重点检查了小微

餐饮、网络订餐单位、熟食店、

企事业食堂等单位的证照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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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健康证、环境卫生、操作规范等情况。督查发现，专项行动开

展整体有序，情况良好，但仍存在部分区域无证经营回潮、从业人

员健康证不全等问题，需在下步行动中持续加大工作力度。下一步，

市市场监管局将以食品安全三大行动为抓手，继续压实科室、分局

责任，督促问题单位进行整改并跟踪整改情况，有针对性开展无证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对外承包学校食堂的专项治理及企业单位食堂

底数排摸工作，进一步加大力度，全力保障市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张家港市召开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工作会议张家港市召开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工作会议张家港市召开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工作会议张家港市召开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工作会议    

为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有

效提升绿色优质农产品比重，5

月 24日,市农业农村局召开了绿

色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工作会

议，各镇、区农产品质量监管负

责人、具体工作人员参加了会

议。 

会议学习了《江苏省绿色优

质农产品基地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和《江苏省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

验收工作方案》，各镇、区就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和意见建议进行了交流。农产品质量监督科布置了下一阶段工作，

要求各镇、区要认真监管，全力做好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创建工作。

宋向洪副局长对相关工作了作了强调，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

任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扎实工作措施。 

 

工作动态工作动态工作动态工作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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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重点餐饮单位食品安全飞行检查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重点餐饮单位食品安全飞行检查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重点餐饮单位食品安全飞行检查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重点餐饮单位食品安全飞行检查    

5 月 17 日，苏州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派出联合检查组对我

市重点餐饮单位开展飞行检查，

我市市场监管局陪同检查。本次

检查主要针对春季校园食品安

全专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

“回头看”，对学校（托幼机构）

食堂主体责任落实及食品安全

现场管理情况、“明厨亮灶”建设和先进管理模式实施情况等进行全

面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要求学校和食堂管理方

尽快整改并消除隐患，从根本上提升食堂管理水平，避免食品安全

隐患反复出现。 

 

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中央厨房约谈中央厨房约谈中央厨房约谈中央厨房约谈    

4月 30日下午，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召开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中央厨房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

患约谈会议，6家集体用餐配送

单位、中央厨房法定代表人及相

关负责人参加约谈。 

约谈传达了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集体用餐配送单位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

通报了三大行动中关于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和中央厨房专项检查的情

况，督促相关单位对存在的问题立即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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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场监管局开展散装糖果专项检查市市场监管局开展散装糖果专项检查市市场监管局开展散装糖果专项检查市市场监管局开展散装糖果专项检查    

为规范散装糖果销售市场，加强散装糖果食品安全监管，督促经

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近期，张家港市市场监管局开展了散装糖果

专项检查。 

执法人员重点对辖区内大

型超市、批发市场、喜糖铺子的

销售情况进行检查，主要检查其

现场环境是否整洁；证照是否齐

全；销售的散装食品标签标注是

否规范；是否落实索证索票、进

货查验等制度；是否有过期、变质糖果销售的违法行为。 

检查中发现，大部分散装糖果经营单位证照齐全、环境干净整

洁，都能较好地落实索证索票、进货查验等制度，未发现销售过期、

变质糖果。但也有部分经营单位存在健康证过期、散装食品容器上

未标注生产日期、保质期、厂名厂址等问题。 

期间，执法人员对散装糖果经营单位发放散装食品销售行政提

示书 16份，告知相应事项，对不符合要求的经营单位发放整改通知

书 11份。下一步，我局将继续做好散装食品经营单位的监管，对要

求整改的经营单位开展“回头看”检查。 

 

保税区保税区保税区保税区（（（（金港镇金港镇金港镇金港镇））））开展防范保健食品诈骗专题讲座开展防范保健食品诈骗专题讲座开展防范保健食品诈骗专题讲座开展防范保健食品诈骗专题讲座    

针对当前老年人保健食品诈骗案例的增多，为进一步提高老年

人消费安全防范意识，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净化保健食品市场

环境，5 月 10 日下午，保税区食安办联合保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

药科在中德社区开展了“预防保健食品诈骗”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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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上，执法人员向参加讲座的人员详细讲解了保健食品的定义、

保健食品与食品药品的区别、功

能等知识，以及当前社会上存在

的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的

典型骗人招数，“骗子”经常采取

“嘘寒问暖”“赠送礼品”等招数，

大打“免费牌”、“专家牌”、“亲情

牌”，使得许多老年人上当受骗。

针对这种情况，执法人员着重讲

解了购买保健食品的注意事项、如何选购正规的保健食品，提醒广

大居民警惕保健食品非法宣传陷阱。现场还发放了宣传单，提醒老

年人一定要理性对待广告宣传，切勿冲动消费，并鼓励大家向周围

的亲朋好友进行防骗、反欺诈的宣传，共同抵制保健食品欺诈和虚

假宣传。 

通过此次知识讲座进社区的活动，使辖区老年居民对保健食品

存在的问题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增强了社区内老年群体对保健食

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的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乐余镇四举措积极开展食品安全网格化联动服务乐余镇四举措积极开展食品安全网格化联动服务乐余镇四举措积极开展食品安全网格化联动服务乐余镇四举措积极开展食品安全网格化联动服务    

自市食安委、政法委下发食品安全网格化联动试点文件后，乐

余镇认真部署，积极组织实施。 

一是制定规范性文件一是制定规范性文件一是制定规范性文件一是制定规范性文件。。。。4月初，乐余镇政府印发了《乐余镇食品

安全网格化联动服务实施方案》，依托乐余镇社会综合治理网格的划

分，对食品安全工作实行综合网格、专属网格的联动服务管理。方

案明确了试点工作的主要任务与实施步骤，对食品安全网格化联动

工作进行了整体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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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整合网格联动队伍二是整合网格联动队伍二是整合网格联动队伍二是整合网格联动队伍。。。。乐余镇的 25个村、社区均有一名年轻

工作人员担任食品安全信息员，2018年，乐余镇专门招录了 74名综

治网格员。为进一步发挥好社会综合治理一张网的作用，乐余镇对

食品安全信息员、综治网格员的工作内容进行了明确，厘清各自工

作职责。食品安全信息员作为网格化联动工作站食品条线的负责人，

以沟通协调为主，对接镇食安办，配合完成各项食品安全工作；综

治网格员以日常巡查为主，排摸网格内各类食品安全隐患，做好日

常巡查记录，对发现的隐患及时告知食品安全信息员，由信息员上

报镇食安办。 

三是组织开展岗前培训三是组织开展岗前培训三是组织开展岗前培训三是组织开展岗前培训。。。。为打造网格员队伍“一员多用”，4 月

26 日下午，乐余镇食安办会同市市场监管局乐余分局就乐余镇食品

安全网格化联动服务管理人员开展了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对食品安

全网格化联动服务的岗位职责、工作重点与具体操作流程进行解读，

对在具体巡查中可能涉及的有无证照许可、是否保健食品会销、“山

寨食品”辨别等方面开展业务指导。培训结束后，进行了网格化联

动服务食品安全知识测试，以测试检验培训成效，对考试合格的 73

名网格化管理人员发放了培训合格证，切实提升网格员在食品安全

方面的综合业务技能。 

四是开展日常巡查四是开展日常巡查四是开展日常巡查四是开展日常巡查。。。。2018 年末，乐余镇综治办就制定了《乐余

镇综治网格员指导手册》，将食品安全工作列入综治网格员巡查工作

内容。今年 4 月，为进一步规范综治网格员的食品安全网格化联动

工作，镇食安办制定了《乐余镇食品完全网格化日常巡查记录表》《健

康证催办单》等配套表格，对在巡查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如生产经营

单位有无证照、从业人员有无健康证明、销售食品是否过期、农村

家宴是否进行备案登记等内容进行了罗列，方便网格员规范开展日

常巡查。每月月初，镇食安办将汇总网格化管理人员的巡查记录情

况，记录情况将作为镇食安办对其进行年终补助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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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凤凰凤凰凤凰镇赴南丰镇赴南丰镇赴南丰镇赴南丰永联小镇江鲜美食街永联小镇江鲜美食街永联小镇江鲜美食街永联小镇江鲜美食街    

学习示范点创建经验学习示范点创建经验学习示范点创建经验学习示范点创建经验    

为进一步做好餐饮服务集中

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示范点创

建工作，按照“对照先进、学习

经验”要求，5月 9日下午，凤

凰镇食品管理科会同市市场监

管局凤凰分局带领凤凰镇生活

广场管理团队和部分商户一行

12 人来到我南丰镇就示范点创

建工作经验和优秀做法开展交流学习。此次学习采取查阅资料、实

地参观的方式，从创建工作开展概况及创建资料收集整理，示范点

的建设情况等方面内容展开考察学习。 

考察组一行实地参观了餐饮服务集中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示范

点---南丰镇永联小镇江鲜美食街，详细了解示范点在餐饮方面食品

安全管理的工作措施，在现场，凤凰考察组同南丰镇永联小镇美食

街管理团队和市市场监管局南丰分局围绕强化创建保障、完善创建

资料、培育创建亮点、食品安全工作服务站建设等方面的主要做法

和经验心得展开互动，深入交换了意见，现场查看了创建工作资料，

又对部分门店的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创建宣传氛围、信息公示情况

进行了学习。 

凤凰镇将以此次交流学习为契机，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

更实的措施，不断丰富食品安全监管的思路方法，积极探索食品安

全社会共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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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西城分局取缔一无证熟食加工作坊西城分局取缔一无证熟食加工作坊西城分局取缔一无证熟食加工作坊西城分局取缔一无证熟食加工作坊    

并指导其合法经营并指导其合法经营并指导其合法经营并指导其合法经营    

2019年 4月 15日，西城分局接到杨舍镇食安办转来的一份举报

单，反映杨舍镇小河坝新村 27幢私房东侧走廊内有一无证熟食加工

作坊。我局执法人员得知这一线

索后，迅速出动，对该作坊进行

了现场核查。核查发现，该小作

坊位于杨舍镇小河坝新村 27 幢

私房旁的违章建筑内，并未取得

相关许可，而且现场环境较差，

正在进行散装熟食的加工。 

由于该作坊位于违章建筑

内，无法办理到营业执照，现场硬件设施也无法达到办理小作坊登

记证的条件。执法人员要求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经营活动，现场销

毁已卤制加工的成品熟食，并对场所进行了查封取缔，同时对当事

人进行了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教育。 

当事人也当场向执法人员表达了想要合法经营的意愿，但由于

自身文化程度低，深感独立办理小作坊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有一定

难度。执法人员当场表示可以全程指导其合法经营。接下来的半个

月时间里，分局执法人员连续上门 5 次，从经营场所的选址、到店

面布局的图纸设计、设备设施的现场布局、流程操作的规范都一一

进行指导，顺利帮助当事人办理好了食品经营许可证，让当事人可

以放心、安心的合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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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2012019999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全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全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全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全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 

2019 年 4 月份对我市饮料、茶叶制品、薯类及膨化食品、乳制

品（液体乳）、粮食加工品（大米、青团）、豆制品（非发酵性豆

制品）和食用农产品（蔬菜、畜肉、水产品、鲜蛋和水果类）等食

品品种及餐具进行了抽检。本月抽检各类食品共 495批次，合格 491

批次，合格率为 99.19%；本月针对全市大中型餐饮单位的餐具进行

了专项抽检，共抽检 170批次，合格 148批次，合格率为 87.06%；

本月开展了 2019年第一期“你点我检”活动，通过征集食品安全网

络投票，对投票数较高的 5 类食品（大米、蜜饯、番茄、黄瓜和五

毛食品）进行了专项抽检，共抽检 55批次，经检测全部合格。 

本月监测共有 4批次食品和 22批次餐具不合格，1批次鱼恩诺

沙星（以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之和计）超标；1批次鱼检出氧氟沙星；

1批次河虾检出呋喃西林代谢物；1批次豆腐检出苯甲酸；22批次餐

具中有 14批次检出阴离子合成洗涤剂残留，7批次检出大肠菌群，1

批次两者均检出。在原因分析的基础上，市食安办将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一是一是一是要求市场监管局相关职能科室立即对 4 批次不合格食品和

22 批次不合格餐具进行后续处置工作，并将不合格食品检测报告移

送保税区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综合执法大队及分局进行调查

处理。 

二是二是二是二是待被检方对检测结果确认无异议后，通过张家港日报、张

家港市人民政府网站、张家港市市场监管局微信公众号、户外电子

广告宣传屏等媒介将抽检不合格情况予以公告。 

 

监测信息监测信息监测信息监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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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农贸市场农产品快检信息全市农贸市场农产品快检信息全市农贸市场农产品快检信息全市农贸市场农产品快检信息    

根据年度抽检计划，2019年 1～4月，全市累计共实施市场快速

检测食品 190002 批次，均是蔬菜农残快检，检出 41 批次不合格，

合格率 99.98%。其中，青草巷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累计抽检 56566批

次，合格 56564批次，合格率 99.99%。全市农贸市场共退市、销毁

不合格农产品 339.5千克。 

 

 

 

 

 

△市市场监管局锦丰分局自全局食品档案会议后，认真落实会

议精神，扎实开展食品档案工作。做到收齐办证提交材料，现场核

查时录音录像，将所有纸质材料装订成册。分局将按照要求在 6 月

底前做好所有食品经营许可的归档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五一”劳动节期间的食品安全情况，营造良

好的食品消费环境，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塘桥镇通

过做好风险监测，开展专项检查，加强信息宣传，紧抓食品安全不

放松，确保食品安全工作落到实处。 

△劳动节期间，为保障常阴沙现代农业示范园区龙虾节游客们

能够放心大胆的品尝美味，园区食安办联合市市场监管局乐余分局，

在龙虾节前对现场厨房环境、原料采购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指导工

作。由于龙虾节活动期间小龙虾煮制量大，要求厨师保证小龙虾煮

熟、煮透，在煮之前挑选出死虾、病虾，同时做好煮熟小龙虾的留

样工作。 

△5 月 13 日下午，市市场监管局大新分局联合镇食安办对辖区

内一家新办养老机构申办食品经营许可证进行了现场指导。主要对

工作简讯工作简讯工作简讯工作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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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经营场所现场设施布局、图纸设计、操作流程规范、各个功能间

要求、“五常法”管理等方面现场查看指导，对不符合要求的情况要

求养老机构负责人落实改进，同时对当事人进行了食品安全法律法

规教育。负责人表示将根据提出的要求进行整改,合理布局,确保老年

人饮食安全。下一步，大新分局将持续关注养老机构后续整改情况，

确保整改到位。 

△5 月 15 日，锦丰镇食安办开展了主题为“食品安全伴我行”

的健康知识讲座，学生代表、教师共计 400 余人参加。此次食品安

全知识讲座主要从食品标签的“小秘密”、食品中毒小常识、食品安

全伴我行这三个方面开展。讲座过程中还设置了许多食品安全小问

题，现场互动热烈，营造了食品安全宣传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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