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张家港食品安全动态张家港食品安全动态张家港食品安全动态张家港食品安全动态 
 

2018 年第 12 期（总第 165 期）                          2018 年 12 月 29 日 

 

    

导导导导            读读读读    

工作视点 

� 创新思维，实现食品安全综合监管“三个转变” 

� 张家港市完成深化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建设区镇达标评估

工作 

� 张家港亮相“双百”对接活动，港城农产品惊艳京城！ 

工作动态 

� 市市场监管局圆满完成 2018 年度省级餐饮质量安全示范

街（区）和示范店（食堂）创建验收工作 

� 张家港市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建设项目顺利通过

验收 

� 四部门联合开展非洲猪瘟防控工作专项督查 

� 全市小微餐饮店积分备案管理工作步入常态化 

� 张家港市首批初级食品安全检查员评聘到位 

� 保税区（金港镇）召开食品安全工作会议 

监测信息 

◆◆◆◆    2018年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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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gf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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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思维创新思维创新思维创新思维，，，，实现实现实现实现食品安全综合监管食品安全综合监管食品安全综合监管食品安全综合监管““““三个转变三个转变三个转变三个转变”””” 

2018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市市场监管局（市食安

办）创新工作思维，以智慧监管为理念，通过监管方式“三个转变”，

全面提升港城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和治理水平。 

一一一一、、、、从从从从“单一监管单一监管单一监管单一监管”转向转向转向转向“全面管控全面管控全面管控全面管控”。。。。开展农村家宴规范化建设开展农村家宴规范化建设开展农村家宴规范化建设开展农村家宴规范化建设。。。。

在全省率先制定出台《张家港市农村家宴会所规范化建设标准》，统

一农村家宴会所管理规范，在全市范围内布点建设标准化家宴会所；

建立民间厨师电子档案库，实时上传农村集体聚餐登记备案、指导

情况、民间厨师培训情况，在苏州地区率先实现网格化管理、规范

化建设、实时化上报的管理模式。。。。落实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落实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落实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落实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

制定实施《张家港市食品生产经营重点单位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痕迹

化管理实施意见（试行）》，督促食品生产经营重点单位落实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定期开展内部管理自查并将排查问题及需解决问题上

传至食安治联平台，以供执法人员监督和指导，帮助其规范内部管

理，强化风险管控，诚信守法经营。 

二二二二、、、、从从从从“被动整治被动整治被动整治被动整治”转向转向转向转向“主动出击主动出击主动出击主动出击”。。。。建立风险防控体系建立风险防控体系建立风险防控体系建立风险防控体系。。。。成立成立成立成立

食品安全专家智库，分析判断全市食品安全形势和风险，建立建立建立建立检测

数据联盟共享，整合全市食品安全抽样检测数据，依托大数据对全

市抽检信息进行分析，找到食品安全潜在“痛点”，为科学监管提供数

据参考。实行隐患督办实行隐患督办实行隐患督办实行隐患督办。。。。制订制订制订制订《张家港市食品安全隐患排查与挂牌

督办工作制度》、《张家港市食品安全隐患分级排查办法》，发挥食品

安全信息员“千里眼、顺风耳”作用和互联网信息化技术，借助信息跑

腿，实行隐患排查闭环管理，打通基层监管“最后一公里”，从源头遏

止食品安全事件（事故）的发生。联合联合联合联合卫计委进一步完善了食品安

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置机制，开展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采

工作视点工作视点工作视点工作视点 



   

   

张家港食品安全动态                                           2018 年第 12 期 

— 3 — 
 

用“双盲+桌面推演”模式，高效地考验监管人员真实的应急处置能力。

抓实突出问题治理抓实突出问题治理抓实突出问题治理抓实突出问题治理。。。。率先在全省实施小微餐饮备案积分管理，破解

因各种非食品安全因素造成的无证餐饮老大难问题。针对隐患排查、

监督抽检中暴露的蜂蜜掺假掺杂、餐具洗涤剂残留、豆芽菜非法添

加等突出问题，积极组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并取得良好效果。 

三三三三、、、、从从从从“单打独斗单打独斗单打独斗单打独斗”转向转向转向转向“社会共治社会共治社会共治社会共治”。。。。开展区镇达标评估工作开展区镇达标评估工作开展区镇达标评估工作开展区镇达标评估工作。。。。

巩固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城市验收成果，在全省率先率先率先率先开展食品安全区

镇达标评估建设，依托区镇基础工作的开展，促进区域食品安全整

体水平进一步提高，食品安全监管责任进一步落实，食品安全工作

机制进一步完善，食品生产经营行为进一步规范，人民群众对食品

安全的满意度、获得感进一步提升。同时对照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创

建标准，建成建成建成建成苏州地区第一家“放心肉菜超市”（麦德龙超市张家港

店）。探索探索探索探索“食安专家进网格食安专家进网格食安专家进网格食安专家进网格”社会共治新模式社会共治新模式社会共治新模式社会共治新模式。。。。将南丰镇作为试点区

镇，在现有的综治大网格中引入市场监管局食安专家、党员志愿者、

南丰镇食品安全信息员，打造出一个布局合理、监管到位、功能齐

备、保障有力的信息网络，形成强大的监管合力，依托“小网格”服务

“大民生”。推陈出新推陈出新推陈出新推陈出新，，，，塑塑塑塑“港城食博士港城食博士港城食博士港城食博士”品牌品牌品牌品牌。。。。以“食博士”为食品安全

检查、食品谣言粉碎、食品知识答疑解惑的宣传品牌形象，通过四

个“你我”共治活动（你点题我检测，你举报我查处，我检查你参与，

我宣传你传递），以微培训、微直播、曝光找茬等多种形式，架起监

管部门和市民群众间的沟通桥梁，化解食品安全信任危机。“港城食

博士”项目获得张家港市 2018年度新媒体应用创新奖。 

 

张家港市张家港市张家港市张家港市完成完成完成完成深化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建设深化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建设深化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建设深化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建设    

区镇达标评估工作区镇达标评估工作区镇达标评估工作区镇达标评估工作    

为夯实食品安全基层基础工作，巩固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

建成果，2018 年张家港市食安委组织开展了深化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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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区镇达标评估工作。12

月 12日至 14日，张家港市

食安办组织对全市 9个区镇

进行评估验收。 

此次验收全权委托给第

三方机构，对落实食品安全

党政同责要求、健全食品安

全责任体系、落实食品安全

监管措施、开展食品安全宣

传教育、建立食品安全应急处置机制、积极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等 7大项 45小项进行评估考核。省市场监管局，苏州食品药品监管

局相关领导对此次达标评估工作进行了现场指导。 

验收组听取了达标评估

单位的工作情况汇报，对照

评估细则认真查阅相关资

料，并随机抽选家宴会所、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学校食

堂、农贸市场、食品小作坊

等 30 个点位进行了实地检

查。 

食品安全关键在基层，

根据《张家港市深化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建设区镇达标评估实施方

案》，张家港市计划通过三年的建设工作，实现全市区镇食品安全评

估达标率 100%，筑牢食品安全“底层建筑”，实现“五个进一步”目标：

全市食品安全整体水平进一步提高，食品安全监管责任进一步落实，

食品安全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食品生产经营行为进一步规范，人

民群众的食品安全获得感和满意感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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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亮相张家港亮相张家港亮相张家港亮相““““双百双百双百双百””””对接活动对接活动对接活动对接活动，，，，港城农产品惊艳京城港城农产品惊艳京城港城农产品惊艳京城港城农产品惊艳京城！！！！    

12月 17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百安县”和全国百家经销企业

“双百”对接活动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隆重开幕。国家农业农村部副

部长于康震出席活动并作重要讲话。于康震副部长指出，国家农产

品质量安全县创建提高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创建了质量安全监

管措施，增强了质量安全监管能力，助力了优质农产品的销售。农

安县在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上是先行者，在推进质量兴农上也要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努力成为产品优质安全、绿色生态生产、品牌营

销推广、质量效益提升的样板区。 

活动现场，于康震副部长莅临张家港展位，充分肯定了我市农

产品质量安全建设取得的成效，高度评价了善港生态农业在质量建

设、质量追溯和扶贫开发上所做的工作，并对鸿屹水产的肥师爷大

闸蟹等我市参展产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作为江苏省四家第一批国家“百安县”之一，张家港市组织江苏善

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张家港市神园葡萄科技有限公司、张家港市

鸿屹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江苏梁丰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东海粮油（张

家港）工业有限公司 5家企业参加了本次“双百”对接活动，既展示了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的创建成果，又展销了善港有机大米、苹果、

红枣，神园葡萄，肥师爷大闸蟹，中国名牌产品金莎巧克力，福临

门食用等十多个产品，港城农产品赢得了京城人民的赞誉。鸿屹水

产现场与北京华宇巨都签订了 64万元的供货协议。 

 

 

市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圆满完成圆满完成圆满完成圆满完成 2018201820182018 年度省级餐饮质量安全年度省级餐饮质量安全年度省级餐饮质量安全年度省级餐饮质量安全

示示示示范街范街范街范街（（（（区区区区））））和示范店和示范店和示范店和示范店（（（（食堂食堂食堂食堂））））创建验收工作创建验收工作创建验收工作创建验收工作    

为贯彻落实食安办〔2017〕31 号《关于实施江苏省餐饮业质量

安全提升工程的指导意见》等文件要求，深入推进餐饮业质量安全

工作动态工作动态工作动态工作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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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工程，结合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2018年 12 月 20日上

午，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苏州局组织专家团队，对我市省

级餐饮质量安全示范街（区）

和示范店（食堂）创建工作

进行现场评审验收，专家组

实地检查了永联示范区，并

随机抽查了两家餐饮单位的

创建情况，对照建设标准，

从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设置情

况、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建设、

餐饮服务经营者经营行为规范的落实、推进“明厨亮灶”建设和实施先

进管理模式现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考核和评估，专家组对此次抽

查到的餐饮单位的创建成果表示满意，对我市餐饮服务省级餐饮质

量安全示范街（区）和示范店（食堂）创建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下一步，市市场监管局将继续加强对辖区内餐饮单位的监督管

理，以示范街（区）和示范店（食堂）的创建为契机，加大宣传力

度，扩大示范效应，鼓励全市餐饮单位积极参加示范创建，推动我

市餐饮单位持续保持整洁干净、规范管理，用看得见的成效来提升

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构建社会共治的良好格局。 

 

张家港市粮食质量安全检验张家港市粮食质量安全检验张家港市粮食质量安全检验张家港市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建设项目监测体系建设项目监测体系建设项目监测体系建设项目    

顺利通过验收顺利通过验收顺利通过验收顺利通过验收    

12月 21日，苏州市粮食局监督检查处、财务审计处、产业指导

处，以及苏州市粮食质量监测所组成联合验收小组，对张家港市粮

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建设项目进行验收。 

验收小组在听取张家港市粮食质量监测站建设具体情况汇报

后，现场查阅仪器设备采购合同、仪器设备验收合格单、资金支付

凭证、单位相关资质等相关资料，实地查看实验室场地建设、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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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验收使用等情况，并对相关建设过程进行了详细询问，一致同

意项目通过验收。同时，验收小组提出了相关建议：一是粮食监测

机构要加快专业技术人才引进、积极争取地方财政经费支持保障，

充分发挥粮食质量监测站监管职责，切实保障域内粮食质量安全。

二是加快推进“优质粮食工程”实施，确保粮油食品质量安全，真正实

现“政府满意、群众放心”的粮食事业发展目标，营造良好安全的社会

环境，保障居民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四部门联合开展非洲猪瘟防控工作专项督查四部门联合开展非洲猪瘟防控工作专项督查四部门联合开展非洲猪瘟防控工作专项督查四部门联合开展非洲猪瘟防控工作专项督查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

通知》和国家及省市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进一步

强化我市非洲猪瘟防控工作，12月 3 日至 5日，市农委、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商务局、城管局

组成三个督查小组，对各镇

（区）疫情防控工作进行了

专项督查。 

督查组主要检查了各镇

（区）对国家、省、市防控

非洲猪瘟工作部署贯彻落实

情况、防控工作开展情况、

餐厨废弃物管控情况、应急

处置准备情况，同时随机抽查了各乡镇生猪养殖场、生猪定点屠宰

企业、乡镇动防站应急物资库、肉类（冷冻品）交易市场、农贸市

场、餐饮单位等点位防控措施的落实情况。从督查结果看，各镇（区）

防控工作行动迅速，安排周密，部署全面。 

下一步，各部门将继续加强协同配合，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进一步压实防防控责任，进一步落实防控措施，有效提升人民群众

肉品消费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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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全全市市市市小微餐饮小微餐饮小微餐饮小微餐饮店店店店积分备案管理积分备案管理积分备案管理积分备案管理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步入常态化步入常态化步入常态化步入常态化    

为深入落实“放管服”改革有关要求，促进小微餐饮诚信经营，

促进全市小微餐饮整体水平稳步提升，市市场监管局结合上级部门

相关实施意见，起草制定并由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张家港市小微餐

饮报告积分管理实施方案》。《方案》规定对部分符合基本条件但

暂时无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小微餐饮实行报告管理，发放公示卡；

对获得公示卡的小微餐饮采取积分管理，纳入监管范畴，督促其落

实主体责任，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单位劝导

关停或取缔。目前，张家港市是苏州地区唯一制定实施此类方案的

区县。 

半年来，各区镇、相关职能部门认真落实、协同推进，前期摸

排出来的 624 家无证小微餐饮店，通过改造达标后转发食品经营许

可证 105 家，发放小微餐饮备案公示卡 290 家，关停 112 家，经劝

导转行 35 家，取缔 27 家，累计整改落实小微餐饮单位 569 家，无

证小微餐饮整改落实率达 91.1%。 

对于剩余未整改的无证小微餐饮单位，将借力“331”、263 等专

班机制，继续加强组织领导，完善信息共享、执法联动、联合惩戒

工作机制，推动工作进一步落到实处；对于已经获得《公示卡》的

小微餐饮单位，市场监管局已落实积分管理纳入常态化监管，下一

步将切实履行监管义务，督促其落实主体责任，加强诚信建设。 

 

张家港市首批初级张家港市首批初级张家港市首批初级张家港市首批初级食品安全检查员食品安全检查员食品安全检查员食品安全检查员评聘到位评聘到位评聘到位评聘到位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市食品安全监管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提高我市食品安全监管能力水平，在前期培训的基础上，12月 21日

和 12 月 27 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分别组织开展了食品安全检查员

餐饮环节和流通环节实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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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首先就《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操作规范》、流通环

节日常监督检查要点等内容

进行了详细解读，帮助一线

监管人员特别是餐饮监管

“新手”更迅速、更高效、

更专业地开展日常监管和许

可工作。此次培训的重点是

实战检查。培训将食品安全

检查员分成多个小组，每组由 1位一线监管“老手”和 2到 3位“新

手”组成，通过以老带新的方式对市区大中型餐饮单位及青草巷批

发市场开展突击检查，巩固理论知识、增加监管经验的同时，做好

元旦节日饮食消费安全保障工作。 

本次培训完成后，市市

场监管局将结合之前的理

论测试成绩及其他环节实

务培训情况，对全市 50 余

名初级食品安全检查员进

行评定和聘任。下一步，市

场监管局将进一步完善检

查员队伍培训、考核和管

理，提升检查员队伍专业水

平和能力，充分发挥检查员的作用，保障港城食品安全。 

 

保税区保税区保税区保税区（（（（金港镇金港镇金港镇金港镇））））召开食品安全工作会议召开食品安全工作会议召开食品安全工作会议召开食品安全工作会议    

11月 28日下午，保税区（金港镇）食品安全委员会（简称食安

委）在保税区长江大厦四楼会议室召开了区（镇）食品安全工作会

议。保税区党工委、管委会有关领导,市场监督管理局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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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科室人员、食安办全体人员,区(镇)食品安全委员成员单位分管负

责人及职能科室负责人,各村（社区）主任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是保税区（金港镇）食品安全委员会调整后的首次全

体会议。市场监管局局长谷晓晖主持会议并传达了国务院食安办《地

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精神； 

食安办副主任刘平、市场监管局食品药品科副科长陈维、消保

科科长卞红霞分别就区镇食品安全工作情况、食品监管工作情况、

消保工作情况进行了交流发言。 

保税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万资平到会并作重要讲话，

对与会对象提出四点要求：一是思想上要高度重视，提高认识，强

化做好食品安全的责任担当；二是研判形势，切实绷紧做好食品安

全这根弦；三是突出重点，坚决守住人民群众食品安全防线；四是

强化保障，形成合力，不断提升区镇食品安全水平。 

会议还对下阶段食品安全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 

 

 

 

 

2012012012018888 年年年年 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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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1月份我市乳制品、蔬菜制品、水产制品、淀粉制品、

粮食加工品（大米）、速冻食品（速冻水产品、速冻调理肉制品）、

豆制品（非发酵性豆制品）和食用农产品（蔬菜、畜禽肉、水产品）

等食品品种进行了抽检。本月共抽检各类食品 664 批次，合格 652

批次，合格率为 98.19%。 

本月监测共有 12批次食品不合格，1批次干制水产品 N-二甲基

亚硝胺超标；2批次鱼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之和计）超

标，其中 1批次还检出氧氟沙星；8批次豆芽检出 4-氯苯氧乙酸钠；

监测信息监测信息监测信息监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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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批次淀粉制品检出日落黄和亮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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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批次不合格食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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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是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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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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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11月，全市累计共实施市场快速

检测食品 702869批次，均是蔬菜农残快检，检出 1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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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647批

次，合格 108634批次，合格率 99.98%。全市农贸市场共退市、销毁

不合格农产品 12.0525吨。 

 

 

 

 

△11月 19日～12月 7日，市市场监管局大新分局辖区内 2家新

设食品生产企业先后提出食品生产许可申请，专家组对企业的申请

材料、工艺流程、工艺设备等进行了现场核查，最后判定结果为通

过现场核查但也存在一些管理瑕疵，准予申请人在 1 个月内进行整

改。目前，2家食品生产企业正对核查发现的问题积极整改中。 

△11 月 29 日，市市场监管局凤凰分局组织来自各行业 10 多位

志愿者走进凤凰春晓建筑企业开展“保健食品安全知识进企业”活

动。活动以“正确认识保健食品，自觉警惕虚假宣传”为主题，现

场通过横幅标语、图片展览、健康义诊、咨询服务、发放资料等方

工作简讯工作简讯工作简讯工作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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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开展志愿宣传活动，活动当天共分发宣传资料 100 余份，接受现

场咨询约 70多人次。活动现场气氛活跃，有效增强了一线工人对保

健食品安全知识的认识，引导他们正确辨别、理性选购保健食品，

警惕保健食品消费陷阱，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塘桥分局与塘桥镇食安办对已发放《张

家港市便民小微餐饮信息公示卡》的小微餐饮单位开展联合检查，

主要检查公示卡公示情况、人员健康管理情况、进货查验记录、加

工现场环境等内容，对存在问题的单位检查人员进行了现场指导，

并将跟踪督促小微餐饮单位改造升级。截止目前，累计检查 12家小

微餐饮单位。 

△市市场监管局锦丰分局接到群众举报，称锦丰镇洪福村有一

无证照豆腐加工作坊。12 月 4 日，分局会同镇食安办、洪福村相关

人员对该豆腐加工作坊进行了突击检查。经调查，负责人侯某在生

产设备及场所条件严重不符合食品加工经营条件的环境中，在未办

理任何证照的情况下，租用地处偏僻的民房，生产加工豆腐干、豆

腐，然后出售给小餐饮店和流动摊贩，从而非法获利。执法人员现

场责令该加工作坊立即停止违法生产，并依法对该处小作坊进行取

缔，作进一步调查处理。经教育，侯某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违法，

表示将积极配合市监局的调查处理。 

△12 月 4 日下午，乐余镇食安办组织各村、社区食品安全信息

员召开食品安全工作例会。共约 30人参加会议。会议就前阶段的全

镇食品安全工作进行了总结，尤其重点通报了前期市食安办委托第

三方机构组织开展的暗访情况，并对下阶段食品安全工作进行了部

署，要求各村、社区要就我市迎接苏州年度考核的内容做好相应准

备，强化苏州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氛围布置，并对全镇

开展的深化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区镇达标评估工作进行查漏补

缺。 

△为提升我市食品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效能，今年，冶金工

业园（锦丰镇）联合市市场监管局，以政府民生实事项目为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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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锦丰镇食品（农产品）安全快速检测中心。近期，锦丰镇食品

（农产品）安全快速检测中心正式投入运行。 

△近日，凤凰镇食安办组织召开了凤凰镇第四季度食品安全工

作会议，镇食安办全体成员、各村食品安全信息员参加本次会议。

会议就推进食品安全区镇达标建设工作和下阶段食品安全工作进行

了部署，要求各村（社区）食品安全信息员积极配合镇食安办与市

场监管部门做好食品安全相关工作，并开展对各村（社区）进行食

品安全管理的全年考核和食品安全信息员的个人考核。 

△12月 14日，市市场监管局锦丰分局对辖区内茶叶销售情况进

行了专项检查。此次检查主要针对 2018 年 10 月 1 日以后生产的预

包装茶叶外包装仍使用 QS的情况。当天共对青草巷批发市场的 7家

茶叶经销商进行了检查，对发现问题的茶叶执法人员已立案查处，

案件正在审理之中。接下来执法人员将对辖区内的其他销售区域及

其他食品开展 2018年 10月 1日以后生产的食品仍使用 QS的情况进

行检查。 

△12月 19日，冶金园（锦丰镇）食安办联合市市场监管局锦丰

分局、食品检测中心工作人员对辖区内的羊肉店开展了专项检查，

重点检查索证索票情况，查验进货票据、检疫票据、环境卫生、加

工经营是否规范、是否存在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等违法违规行为。

同时，现场进行了羊肉汤罂粟壳试剂的快检，结果均为阴性。此次

专项行动，有力震慑了企图违法牟利的不法分子，有效保障了群众

们的消费安全和身体健康。 

 

 

本期发至本期发至本期发至本期发至：：：：苏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市委沈国芳书记，市政

府潘国强市长，市纪委张玮书记，市政府徐平观副市长、王松石副

市长，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市纪委办公室，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