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年年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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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情况情况情况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根据《2018 年张家港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方案》的部署，2018 年 4 月份,我市对全市乳制品、饮

料、薯类及膨化食品、淀粉及淀粉制品、粮食加工品（大米）、调味品（辣椒、花椒、辣椒粉、花椒粉）、

蔬菜制品（酱腌菜、蔬菜干制品）、水产制品（藻类加工制品）、豆制品（非发酵性豆制品）和食用农产品

（蔬菜、水产品、畜肉及副产品、水果类、豆类、生干坚果与籽类食品）等食品品种及餐具进行了抽检。

本月共抽检各类食品 463批次，合格 461批次，合格率为 99.57%，抽检餐具 300批次，合格 258批次，

合格率为 86%，现将抽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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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格结果 承检机构 1 酷币城堡双格洛斯特干酪 经销商：北京新百利恒康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原产国：英国 200克/袋 20170612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张家港商场 酵母菌 标准值：≤50CFU/g 实测值：90000CFU/g 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2 金凯利爱尔兰风味切打干酪（淡味） 经销商/进口商：艾瑞氏乳业（深圳）有限公司，原产国：爱尔兰 200g/袋 20171108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张家港商场 酵母菌 标准值：≤50CFU/g 实测值：250CFU/g 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3 骨碟 —— —— ——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一品鼎鼎牛欢乐餐厅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92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4 碗 —— —— ——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一品鼎鼎牛欢乐餐厅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5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5 冷菜盘 —— —— ——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 缇香国际酒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6 白菜型盘 —— —— ——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 傣妹麻辣涮火锅餐厅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2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7 长盘 —— —— ——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 傣妹麻辣涮火锅餐厅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2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基苯磺酸钠计） 8 骨碟 —— —— ——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 天下川自助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0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9 小菜盘 —— —— ——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 天下川自助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8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0 大菜盘 —— —— ——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 天下川自助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33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1 盘子 —— —— 20180416    （消毒日期）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 豆捞坊火锅餐厅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38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2 碗 —— —— 20180415    （消毒日期）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 东北灶餐厅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5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3 碗 —— —— 20180403 （消毒日期） 同庆楼太湖餐饮无锡有限公司张家港吾悦广场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0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4 水果盘 —— —— —— 张家港市西部牛扒餐饮营运管理有限公司吾悦广场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3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5 盘子 —— —— 20180403 （消毒日期）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鱼首领我家酸菜鱼馆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81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6 盘子 —— —— ——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欣和记潮牛牛肉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3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7 碗 —— —— 20180412    （消毒日期）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顺禾兴小城故事餐厅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5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18 盘子 —— —— 20180412    （消毒日期）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顺禾兴小城故事餐厅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34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9 盘子 —— —— 20180412    （消毒日期）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云山珍锅物料理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6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0 斜口菜碟 —— —— —— 苏州市大娘水饺餐饮有限公司张家港塘桥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0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1 碟 —— —— —— 张家港市锦丰镇中央广场江海汇餐厅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2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2 圆盘 —— —— —— 张家港市锦丰镇 格外香快餐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3 小碗 —— —— ——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无限量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0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4 骨碟 —— —— ——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无限量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2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5 长方盘 —— —— ——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渝金楼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9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6 鱼尾盘 —— —— ——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渝金楼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2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7 带柄圆盘   20180403 张家港市金港镇渝宗特色烤鱼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 （上海）有限公司 28 圆盘   20180403 张家港市金港镇渝宗特色烤鱼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 （上海）有限公司 29 米饭碗   20180402 张家港市金港镇 海爷爷海鲜城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 （上海）有限公司 30 小圆碟   20180403 张家港市金港镇 小田园菜馆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 （上海）有限公司 31 饭碗   20180403 张家港市金港镇兴新芙蓉小镇酒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 （上海）有限公司 32 汤碗   20180403 张家港市金港镇丽江印象斑鱼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53mg/10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 （上海）有限公司 33 茶杯   20180403 张家港市金港镇凤望龙门火锅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 （上海）有限公司 34 饭碗   20180403 张家金港镇后塍同福楼酒家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 （上海）有限公司 



 35 勺子   20180403 张家金港镇后塍同福楼酒家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5mg/10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 （上海）有限公司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36 荤菜碗   20180402 张家港市金港镇后塍绿谷大食堂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7mg/10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 （上海）有限公司 37 饭碗   20180402 张家港市金港镇中兴新鸣凤楼饭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 （上海）有限公司 38 饭碗   20180403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好口福快餐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9mg/10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 （上海）有限公司 39 汤碗   20180403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好口福快餐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9mg/10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 （上海）有限公司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 （上海）有限公司 40 饭碗   20180403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千家百味饭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 （上海）有限公司 41 碟子   20180403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千家百味饭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6mg/10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 （上海）有限公司 42 素菜盘   20180403 张家港市金港镇好德火锅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 （上海）有限公司 43 蔬菜盆   20180403 张家港市金港镇好德火锅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 （上海）有限公司 44 青花瓷菜碟   20180403 张家港市金港镇老渔夫蟹煲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2mg/10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 （上海）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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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6月 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