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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导导导            读读读读    

工作视点 

� 张家港市推进学校食堂安全综合治理“五防法” 

� 张家港市青草巷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举行“诚信建设，我们

在路上”主题共建晚会 

工作动态 

� 市市场监管局扎实开展特殊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 市市场监管局推进青草巷食用农产品溯源监管平台系统

建设 

� 南丰镇召开食品安全网格化联动实务培训会 

� 大新镇取缔两处食品违法加工作坊 

� 市市场监管局开发区分局扎实开展食品生产企业“食安员

抽考”APP抽考工作 

� 市市场监管局锦丰分局以示范创建为抓手，稳步打好食安

牌 

监测信息 

◆◆◆◆    2019年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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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港食品安全动态                                           2019 年第 11 期 

— 2 — 
 

    

张家港市张家港市张家港市张家港市推进学校食堂安全综合治理推进学校食堂安全综合治理推进学校食堂安全综合治理推进学校食堂安全综合治理““““五防法五防法五防法五防法””””    

自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开展以来，张家港市市场监管局

在原有监管手段上不断深化创新工作举措，采取校园食品安全“五防

法”，通过“一查二看三记分四陪餐五保险”措施，切实督促学校落实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障学生饮食健康安全。 

一是督促自查一是督促自查一是督促自查一是督促自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印发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痕迹化管理实施意见，要求学校食堂强化自查管理，建立健全风险

管控工作机制，按照规定频次开展自查，并及时将自查结果和整改

报告上传至张家港市食安治联平台自查报告模块，供监管人员监督

和指导。全市各学校食堂已累计上报自查信息 2000余条。 

二是开放后厨二是开放后厨二是开放后厨二是开放后厨。。。。持续推广“五常法”、“色标管理”“明厨亮灶”等先

进管理模式，各学校食品安全工作已基本形成了校长（园长）统筹

抓，分管领导具体抓，食堂负责人直接抓的管理网络，近期秋季校

园食品安全监督检查结果显示，全市 198 家学校食堂量化评级优秀

等级占比已达 89.4%，良好等级以上占比 100%，学校食堂“明厨亮灶”

覆盖率 100%。 

三是记分管理三是记分管理三是记分管理三是记分管理。。。。采取“驾照式”记分管理办法，根据学校食堂的日

常监督检查、量化分级评定、行政处罚等情况，对学校食堂进行记

分。实行记分制能使学校食堂产生危机感，生成自我革新和自我管

理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意识。监管人员根据记分结果

可以确定重点检查对象，调整监督检查和监督抽检频次。 

四是落实陪餐四是落实陪餐四是落实陪餐四是落实陪餐。。。。严格落实校长、园长陪餐制度，陪餐人员需做

好每日陪餐记录，做到有迹可循，有理可依，并由市场监管局与教

工作视点工作视点工作视点工作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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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局定期抽查，确保配餐制度落实到位。此外，许多学校还组织家

委会陪餐志愿队伍参与，发展成由家长、教师、学生三方代表组成

联合组，对食堂的卫生管理、膳食质量等内容进行汇总，沟通及交

流，共同推动学校食堂食品健康营养又安全。 

五是推广食责险五是推广食责险五是推广食责险五是推广食责险。。。。2016 年，张家港市食安办和市金融办联合印

发了《张家港市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方案的通知》，在全市中小学

校（幼托机构）食堂试点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工作，当年学校食

堂参保率为 84%。通过进一步的宣传讲解和有效引导，2017年至今，

张家港市学校食堂参保率一直保持在 100%，获益师生 21万余名。 

 

张家港市张家港市张家港市张家港市青草巷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举行青草巷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举行青草巷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举行青草巷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举行““““诚信建设诚信建设诚信建设诚信建设，，，，我我我我

们在路上们在路上们在路上们在路上””””主题共建晚会主题共建晚会主题共建晚会主题共建晚会    

诚信是一种企业经营文化

和价值理念,是企业的形象展示

和声誉保证,是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更是企业应该承担的基本

社会责任。2019年 11月 6日，

由市张家港市供销合作总社、

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

办，张家港青草巷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承办的“诚信建设、我们在路上”

大型主题共建晚会，在青草巷市场隆重举行。 

正值青草巷市场搬迁新市场五周年之际，共建晚会一是充分展

示了青草巷批发市场以诚信为本，及在诚信建设中所取得的成果，

表彰市场诚信经营示范户，树立市场诚信品牌形象；二是通过市场

宣传片的推广，进一步增强了市场公众诚信意识，促进了公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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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法治社会秩序的建立,推动市场诚信体系建设；三是通过职工、

经营户、共建单位、村等的文艺表演把主题共建晚会推向了高潮,现

场气氛十分热烈，广大消费者涌跃参与，营造了良好的宣传氛围和

舆论环境，晚会取得圆满成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市市场监管局扎实开展特殊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市市场监管局扎实开展特殊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市市场监管局扎实开展特殊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市市场监管局扎实开展特殊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为进一步落实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规范我市特殊食品

生产销售行为，2019 年，张家港市市场监管局以保障质量安全为总

目标，严格执行“四个最严”的工作要求，统筹监管手段，强化风险防

控，扎实开展特殊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和消

费安全。 

一是加强日常监管一是加强日常监管一是加强日常监管一是加强日常监管。。。。督促辖区 2 家在业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开展

自查工作，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对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

乳粉、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经营单位的事中事后监管，重点检查

是否存在保健食品冒充药品、销售国家明令禁止的不合格保健品、

以普通食品假冒保健品等违法行为，共检查特殊食品经营单位 2117

家次。积极开展针对性抽检，已抽检 10批次婴幼儿配方乳粉，12月

计划对调节血脂血压、鱼油、阿胶等产品进行抽检。 

二是开展专项行动二是开展专项行动二是开展专项行动二是开展专项行动。。。。围绕“科学认知保健食品·明白理性放心消

费”主题，积极开展“进社区、进乡村、进网络、进校园、进商超”活

动，已开展各类咨询、宣传活动 160 场次，张贴海报 165 份，发放

宣传手册 5000余份。贯彻落实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

工作动态工作动态工作动态工作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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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专项整治工作，将群众反映度较高 11 家保健品经营单位及 21

家权健类产品经营单位列入重点检查名单，实施了专项清理，出动

检查人员 167人次。 

 

市市场市市场市市场市市场监管监管监管监管局局局局推进青草巷食用农产品溯源监管推进青草巷食用农产品溯源监管推进青草巷食用农产品溯源监管推进青草巷食用农产品溯源监管    

平台系统建设平台系统建设平台系统建设平台系统建设    

11 月 13 日，市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监管科与苏州银行就目前青

草巷食用农产品溯源监管平台系

统（以下简称溯源系统）的建设

完善和使用情况进行了交流、探

讨并制定了溯源系统使用预计达

到的三个阶段的工作目标。 

现阶段目标主要是强化宣

传，引导市场经营户配合苏州银

行进行如何运用电子溯源设备的相关培训，保证每天有交易和溯源

数据的录入，确保 11月底能正常使用电子溯源设备。第二阶段的工

作目标是实现溯源系统的数据与我局使用的食安治联、食用农产品

溯源监管云平台（苏州亿通）等系统的数据无缝对接，共享使用。

第三阶段的目标是真正实现溯源系统的全程电子地图的实时定位监

管。 

 

南丰镇南丰镇南丰镇南丰镇召开食品安全网格化联动实务培训会召开食品安全网格化联动实务培训会召开食品安全网格化联动实务培训会召开食品安全网格化联动实务培训会    

为进一步推进食品安全网格化联动管理工作，2019 年 11 月 19

日，南丰镇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督管理局南丰分局召开了食品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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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化联动实务培训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陆翠珍副局长，南丰镇倪

玉祥副镇长及镇各村（社区）三级网格长参加了会议。 

会上，倪玉祥副镇长对南丰

镇食品安全网格化联动管理工

作进行了总结，陆翠珍副局长表

示南丰镇食品安全网格化管理

起步早，基层组织健全，基础工

作扎实，下一步应该在如何提升

上想办法，一是要进一步摸清家

底，建册立库；二是要提高对异常、突发性情况的敏感性；三是要

强化考核细则，发挥好每位网格员的能动作用。 

本次会议还就食品安全网格化管理的事务巡查清单进行了解

读，通过此次培训，网格长们充分认识了食品安全网格管理的重要

意义，切实提升了其网格化管理水平。 

 

大新镇取缔两处食品违法加工作坊大新镇取缔两处食品违法加工作坊大新镇取缔两处食品违法加工作坊大新镇取缔两处食品违法加工作坊    

10月 30日，大新镇食安办、

市市场监管局大新分局、镇三治

办、派出所、城管中队、大新村

负责人、中山村负责人对大新村

一处卤菜加工作坊以及中山村

一处回收废油加工作坊进行突

击检查，两家作坊均为租用村民

自建房进行生产，属于无证无照经营，现场环境卫生脏、乱、差，

且不符合办证条件。根据现场了解，卤菜加工作坊为自产自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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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大新村集贸市场摊位销售。中山村的小作坊提炼的废油由泰州

市宏达油脂有限公司负责收购，但没有签订有效合法合同。根据现

场情况，对照相关标准，执法人员当场对两家小作坊作出责令其立

即停产给予取缔的处罚决定，并现场扣押卤制熟食的工具及炼油的

工具，对部分违章建筑进行了拆除。 

 

市市场监管局开发区分局扎实开展食品生产企业市市场监管局开发区分局扎实开展食品生产企业市市场监管局开发区分局扎实开展食品生产企业市市场监管局开发区分局扎实开展食品生产企业    

““““食安员抽考食安员抽考食安员抽考食安员抽考””””APPAPPAPPAPP 抽考工作抽考工作抽考工作抽考工作    

为了督促指导企业更好地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提升食品质量

安全管理能力和水平，开发区分

局结合食品生产企业日常监督

检查工作，要求生产企业现场下

载“食安员抽考”app，安排企

业主要负责人和食品安全管理

人员当场考试。 

“食安员抽考”app是由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开发的手机软件，考核内容主要包括《食品安全法》、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食品安全标准。分局在前期通过微信在生产企业

群里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工作，组织人员下载并且安装软件，并结合

日常监督检查之际，现场对相关人员进行临时抽考，确保抽考工作

的全面性及答题工作的严肃性。 

针对答题不合格的企业，分局工作人员强调要组织企业内部开

展再教育培训，并另行安排时间确保补考能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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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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丰分局以示范创建为抓手锦丰分局以示范创建为抓手锦丰分局以示范创建为抓手锦丰分局以示范创建为抓手，，，，稳步稳步稳步稳步    

打好食安牌打好食安牌打好食安牌打好食安牌    

为深入贯彻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市市场监管局锦丰分局以满足

餐饮放心需求为出发点，以示范创建为抓手，树立一批先进典型，

推广一批先进经验，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稳步打好食品安全牌。 

一一一一、、、、““““推行五常推行五常推行五常推行五常””””强管理强管理强管理强管理。。。。分局工作人员多次现场指导参加省级

示范创建的餐饮单位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完善实施五常法色标管

理，帮助餐饮单位及员工尽快了解五常管理知识，熟悉五常管理内

容和实施方法与技巧，从而使餐饮单位的管理得到全方位提升。 

二二二二、、、、““““落实自查落实自查落实自查落实自查””””护航程护航程护航程护航程。。。。分局要求各餐饮单位按照《江苏省餐

饮服务经营者食品安全自查指南》要求，切实开展自查工作，在自

查中发现“自查要点”不符合要求的，应当立即采取整改措施，消

除安全隐患，并如实记录，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我局将对单位的

自查情况进行核实，督促指导落实整改。 

三三三三、、、、““““电子追溯电子追溯电子追溯电子追溯””””控风险控风险控风险控风险。。。。分局要求各餐饮单位积极参与食品安

全电子追溯系统建设，在全省食品安全电子追溯系统平台注册并完

成食品及食品原材料的录入，实现所使用的食品及食品原材料可追

溯，食品安全风险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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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2012019999 年年年年 10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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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份对全市水果制品、速冻食品、乳制品（液体乳）、

肉制品（调理肉制品、酱卤肉制品）、餐饮食品（自制火锅调味料）

和食用农产品（蔬菜、水产品、水果类、畜肉、鲜蛋）等食品品种

进行了抽检，共抽检 424批次，合格 417批次，合格率为 98.35%；

本月针对“双随机一公开”综合抽查方案中的被抽检单位进行了专

项抽检，共抽检 18批次，合格 18批次，合格率为 100%；本月对 2019

年 8 月抽检不合格的经营单位进行了再次抽检，共抽检 2 批次（鸡

蛋 1批次，豆芽 1批次），经检测都合格。 

本月监测共有 7批次食品不合格，1批次鱼恩诺沙星（以恩诺沙

星和环丙沙星之和计）超标，4批次鲜蛋检出氟苯尼考，1批次鲜蛋

检出氯霉素，1 批次速冻水产制品 N-二甲基亚硝胺超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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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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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月，全市累计共实施市场快

速检测食品 522276批次，均是蔬菜农残快检，检出 185批次不合格，

合格率 99.96%。其中，青草巷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累计抽检 153814批

次，合格 153799批次，合格率 99.99%。全市农贸市场共退市、销毁

不合格农产品 2619.6千克。 

 

 

 

 

 

△11 月 8 日，市市场监管局乐余分局工作人员利用学生课间休息、

活动课期间，向学校的师生宣传讲解保健食品相关知识、预防食物

中毒知识，通过现场讲解、答疑、发放宣传册告知师生正确认识保

健食品和药品功能区别和功效。现场气氛热烈，达到“动员一个学

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目的。 

△近日，针对辖区内大量餐饮单位办证要求，市市场监管局开发区

分局监管人员主动服务，对照辖区内的新办证用户上门主动提供现

场许可指导，尽量使各新办小餐饮单位达到布局基本合理、设施基

本齐全的要求。同时，通过对餐饮服务单位现场审核的严把准入，

全面提升辖区餐饮服务行政许可质量。 

△11 月 8 日，大新镇食安办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大新分局召开了网格

员食品安全监管会议，新录用的 50余名网格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向

网格员布置了 7 项重点工作，明确了工作职责。大新镇党委委员张

平从提高认识、突出重点、加强学习等几个方面要求各网格员积极

工作简讯工作简讯工作简讯工作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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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明确将食品安全巡查纳入网格员考核机制。

会上还对网格员们进行了实务培训。 

△11月 20日，冶金园（锦丰镇）组织召开了食品安全工作会议，镇

农服中心、教管办、办事处负责人以及各村（社区）食品安全信息

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强调要认清当前形势，始终保持高度警醒和坚

强定力，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把食品安全工

作做得细之又细、严之又严，切实增强抓安全、保稳定的政治责任

感。并从家宴指导、平台录入、信息上报、小作坊摸排以及宣传教

育五个方面的工作开展作了着重强调。 

△11月 22日，塘桥镇食安办走进何桥社区，开展了以“选购放心食

品，共享健康生活”为主题的食品安全知识讲座。讲座从社会上关

注度较高的食品安全事件入手，重点介绍了保健食品与药品的区别、

如何选购保健食品以及保健品诈骗的常见套路。讲座结束后，工作

人员通过互动问答的形式来检验大家的听课质量，居民们都积极作

答并且回答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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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