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年年年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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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份,我市对全市水产制品、

速冻面米食品、蜂产品、粮食加工品（生湿面制品、大米）、食用植物油（花生油、玉米油、芝麻油等）、

调味品（酱油、食醋、酱类、调味料酒）、乳制品（炼乳和奶油）、肉制品（食用血制品）、蔬菜制品（酱

腌菜）、蔬菜、水果、水产品、禽畜肉及副产品和鲜蛋等食品品种及餐具进行了监测和评价。本月共监测

各类食品及相关产品 855批次，合格 808批次，合格率为 9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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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皮虾 —— —— —— 张家港市金港镇 小田园菜馆 镉 标准值：≤0.5mg/kg 实测值：0.78mg/kg 2 锅巴饮长条盘 —— —— —— 张家港市金港镇 锅巴饮火锅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3 小圆盘 —— —— —— 张家港市金港镇 锅巴饮火锅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4 菜盘 —— —— —— 张家港市金港镇牛 大王特色卤味火锅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5 汤勺 —— —— —— 张家港市金港镇牛 大王特色卤味火锅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6 蔬菜碗 —— —— —— 张家港市金港镇 中兴兴旺烧鸡公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48mg/100cm2 7 素菜盘 —— —— —— 张家港市金港镇远亲近邻家常菜馆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8 骨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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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小炒碗 —— —— —— 张家港市金港镇 徐氏八大碗菜馆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1mg/100cm2 



 10 炒菜盘 —— —— ——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故乡园自助烤肉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11 凉菜盘 —— —— ——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故乡园自助烤肉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12 卤菜盘 —— —— ——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龙泉沙县小吃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13 饭碗 —— —— —— 张家港市市场监管局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9mg/100cm2 14 碗 —— —— ——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北京盛丰饺子馆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15 白盘子 —— —— ——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米来香黄金脆皮鸡米饭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1mg/100cm2 16 大黑碗 —— —— ——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米来香黄金脆皮 鸡米饭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3mg/100cm2 17 大餐盘 —— —— ——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秀贤与恩熙韩式小吃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36mg/100cm2 18 小碗 —— —— ——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粉丝的粉牛肉粉丝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0mg/100cm2 19 碟子 —— —— ——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粉丝的粉牛肉粉丝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9mg/100cm2 20 面汤碗 —— —— ——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南枝记小吃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4mg/100cm2 21 水果碗 —— —— —— 张家港市杨舍镇西部牛扒馆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64mg/100cm2 22 盘子 —— —— ——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云卿饮品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2mg/100cm2 23 饭碗 —— —— ——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溜溜酸汤鱼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38mg/100cm2 24 汤碗 —— —— ——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溜溜酸汤鱼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46mg/100cm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3mg/100cm2 25 菜碟 —— —— ——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溜溜酸汤鱼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26 盘子 —— —— —— 江苏召保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吾悦分公司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60mg/100cm2 27 碗 —— —— —— 江苏召保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吾悦分公司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2mg/100cm2 28 花型盘 —— —— —— 张家港悦之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4mg/100cm2 29 盘子 —— —— —— 苏州古川餐饮有限公司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30 调料盘 —— —— —— 苏州古川餐饮有限公司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31 骨碟 —— —— —— 张家港市杨舍福前国强咸肉菜饭骨头汤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7mg/100cm2 32 小碗 —— —— —— 张家港市杨舍福前国强咸肉菜饭骨头汤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0mg/100cm2 33 大碗 —— —— —— 张家港市杨舍福前国强咸肉菜饭骨头汤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5mg/100cm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0mg/100cm2 34 饭碗 —— —— ——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一梨米小吃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35 碗 1 —— —— ——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尚品惠麻辣香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32mg/100cm2 36 碗 2 —— —— ——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尚品惠麻辣香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31mg/100cm2 37 碗 3 —— —— ——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尚品惠麻辣香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4mg/100cm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1mg/100cm2 38 盘子 —— —— —— 张家港市杨舍镇 塘市宴遇好骨气 火锅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4mg/100cm2 39 碗 —— —— —— 张家港市杨舍镇 塘市宴遇好骨气 火锅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0mg/100cm2 40 杯子 —— —— —— 张家港市杨舍镇 塘市宴遇好骨气 火锅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41 碗 —— —— ——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丸藏炭火烧肉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5mg/100cm2 42 骨碟 —— —— —— 张家港市塘桥开洋麻辣香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5mg/100cm2 43 骨碟 —— —— —— 张家港市塘桥大东北风味饭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5mg/100cm2 44 碗 —— —— —— 张家港市塘桥大东北风味饭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1mg/100cm2 45 碗 —— —— —— 张家港市塘桥小春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1mg/100cm2 46 碗 —— —— —— 张家港市凤凰镇故乡家韩国料理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6mg/100cm2 47 碟 —— —— —— 张家港市凤凰镇故乡家韩国料理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2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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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