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年年年 12月份张家港市月份张家港市月份张家港市月份张家港市食品安全抽检食品安全抽检食品安全抽检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评价公告监测评价公告监测评价公告监测评价公告    

 

根据《2017年张家港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方案》的部署，2017年 12月份,我市对全市炒货食品及

坚果制品、蔬菜制品、饼干、食糖、淀粉及淀粉制品、罐头食品、粮食加工品（大米）、调味品（香辛料

类）、酒类食品（白酒、黄酒、葡萄酒及果酒）、糕点（热加工）、肉制品（腌腊肉制品、食用血制品）、水

产制品（藻类加工制品）、豆制品（非发酵性豆制品）、蔬菜、水果、水产品、畜肉、蛋类和豆类等食品品

种及餐具进行了监测和评价。本月共监测各类食品及餐具 893 批次，合格 842 批次，合格率为 94.29%。

现将监测不合格情况公布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标示生产单位 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 被抽样单位 不合格 项目 备 注 1 和和美美（饼干）） 遂平县禾兴食品有限公司 1.38千克/盒 20170918 张家港市杨舍福前家家利超市 过氧化值 标准值：≤0.25g/100g 实测值：0.74g/100g 2 浓香型 白酒 灌南县汤沟镇老汤酒业有限公司 500ml/瓶 20170629 张家港市杨舍福前万福达超市 酒精度 标准值：45±1.0%vol 实测值：38.2%vol 3 小窖香 白酒 济南明珠酒业 有限公司 散装 —— 张家港市锦丰镇 合兴朱新光商店 酒精度 标准值：45±1.0%vol 实测值：49.9%vol 4 大曲酒 界首市颍泉酒厂 散装 201710 （进货）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楚雄酒业商行 酒精度 标准值：52±1.0%vol 实测值：55.6%vol 5 小五梁 界首市颍泉酒厂 散装 20170910（进货） 张家港市杨舍泗港关东高粱酒经营部 酒精度 标准值：48±1.0%vol 实测值：45.5%vol 6 白酒 彭州市竹瓦 白泉酒厂 散装 201705 （进货） 张家港市塘桥正阳食杂店 酒精度 标准值：56±1.0%vol 实测值：50.9%vol 7 38%vol 白酒 苏州川港酒业有限公司 散装 20170930（进货） 张家港市塘桥婷婷商店 酒精度 标准值：38±1.0%vol 实测值：41.7%vol 8 川港醇 （白酒） 苏州川港酒业有限公司 散装 201709 （进货） 张家港市塘桥镇妙桥红章酒业 酒精度 标准值：39±1.0%vol 实测值：29.6%vol 



 9 闽旺五香花生 上海名旺食品有限公司松江分公司（分装） 180g/袋 20171005 张家港市沙钢大超市有限公司 过氧化值 标准值：≤0.50g/100g 实测值：0.66g/100g 10 奶香花生（坚果炒货食品） 四川德阳金府王食品有限公司 330克/袋 20171026 青岛润泰事业有限公司张家港分公司 大肠菌群 标准值：n=5，c=2， m=10CFU/g，M=100CFU/g 实测值： 样品1:220CFU/g 样品2:70CFU/g 样品3:250CFU/g 样品4:360CFU/g 样品5:150CFU/g 11 咸猪肉 —— 散称 20171210（购进） 张家港市金港镇 彭城印象土菜馆 亚硝酸盐 标准值：≤30mg/kg 实测值：220mg/kg 12 不锈钢碗 —— —— ——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爱尚 自助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58mg/100cm2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13 碗 —— —— ——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爱尚自助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65mg/100cm2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14 玻璃杯 —— —— ——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盘古新石器烤肉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4mg/100cm2 15 盘 —— —— ——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盘古新石器烤肉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182mg/100cm2 16 碗 —— —— ——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七号线海鲜餐厅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83mg/100cm2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17 盘子 —— —— ——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七号线海鲜餐厅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227mg/100cm2 18 小盘 —— —— ——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韩恭宴烧烤小吃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74mg/100cm2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19 大盘 —— —— ——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韩恭宴烧烤小吃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180mg/100cm2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20 碗 —— —— ——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一块七餐厅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1mg/100cm2 21 盘 —— —— ——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一块七餐厅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7mg/100cm2 22 碗 —— —— —— 张家港市杨舍镇 东城阿月煲酒楼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33mg/100cm2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23 盘 —— —— —— 张家港市杨舍镇 东城阿月煲酒楼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73mg/100cm2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24 碗 —— —— ——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大渝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114mg/100cm2 25 盘子 —— —— ——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大渝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118mg/100cm2 26 碗 —— —— ——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新旺精菜馆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6mg/100cm2 27 盘 —— —— ——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新旺精菜馆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31mg/100cm2 28 碗 —— —— —— 张家港市杨舍 东氿鼎干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34mg/100cm2 29 茶杯 —— —— —— 张家港市杨舍 东氿鼎干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78mg/100cm2 30 水果盘 —— —— —— 张家港市西部牛扒餐饮营运管理有限公司金港分公司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71mg/100cm2 31 杯子 —— —— —— 张家港市杨舍镇 塘市帕夏提餐饮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9mg/100cm2 32 碗 —— —— —— 张家港市杨舍镇 塘市帕夏提餐饮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125mg/100cm2 



 33 碗 —— —— —— 张家港市锦丰镇 合兴煊牛记鲜牛肉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7mg/100cm2 34 杯子 —— —— —— 张家港市锦丰镇 合兴煊牛记鲜牛肉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69mg/100cm2 35 盘子 —— —— ——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老纪先生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0mg/100cm2 36 碗 —— —— ——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老纪先生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107mg/100cm2 37 碗 —— —— —— 张家港市锦丰 天下川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44mg/100cm2 38 盘子 —— —— —— 张家港市锦丰 天下川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8mg/100cm2 39 圆盘 —— —— —— 张家港市乐余松苑酒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40 汤碗 —— —— —— 张家港市乐余松苑酒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41 口汤碗 —— —— —— 张家港市金港镇海爷爷海鲜城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81mg/100cm2 42 米饭碗 —— —— —— 张家港市金港镇 友凯兴化食府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43 圆菜盘 —— —— ——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百味农场老鹅馆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44 长菜盘 —— —— ——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百味农场老鹅馆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45 碗 —— —— —— 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9mg/100cm2 46 餐盘（小） —— —— —— 张家港市乘航小学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4mg/100cm2 47 餐盘（大） —— —— —— 张家港市乘航小学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51mg/100cm2 48 碗（饭、汤） —— —— —— 张家港市旭东学校 （北校区）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34mg/100cm2 49 菜盆 —— —— —— 张家港市旭东学校 （东校区）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100mg/100cm2 



 50 餐盘 —— —— —— 张家港市德美幼儿园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0mg/100cm2 51 碗 —— —— —— 张家港市实验小学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5mg/100cm2 
 

 

 

 

张家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张 家 港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2018年 2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