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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开展全市农产品质量全程监管工作情况调研 

8 月 21 日～24 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顾放、党组成员周群信

带队对我市农产品质量全程监管工作情况进行了调研。市农委、市

场监管局、供销社、检验检测中心分管领导，常阴沙现代农业示范

园区、乐余镇、南丰镇、塘桥镇人大领导陪同考察调研。 

市人大调研组现场考察了市检验检测中心、市惠农公司、现代

农业示范园区联农合作社、市畜禽有限公司、永联天天鲜配送有限

公司、市青草巷农副产品批

发市场、塘桥镇综合集贸市

场、万红新区集贸市场、市

第一集贸市场等单位。每到

一处，调研组均会组织召开

座谈交流，听取相关部门的

情况汇报，调研了解与会人

员提出的保障农产品质量安

全方面的主要做法、存在问

题以及对政府部门的意见建议等方面情况。 

市人大调研组肯定了我市的农产品质量全程监管工作，认为市

农委、市场监管局、供销社、检验检测中心等部门在围绕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标准化种养殖基地建设、农产品品牌打造、产品检验

检测、制度建设等方面形成了较好的经验与做法；与会人员也提出

了很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为下一步提升我市农产品

质量监管水平提出对策。调研组要求各部门要继续加强农产品质量

监管体系建设，确保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  

 

工作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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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场监管局集中约谈星级宾馆和特大型餐饮单位 

随着中秋、国庆即将来临，餐饮单位也进入了婚宴、家宴承办

高峰期，结合当前季节特点，为防范食品安全事故发生，8 月 29 日

下午，市市场监管局召集全市 18 家星级宾馆和特大型餐饮单位负责

人进行集体约谈。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田文华出席会议。 

此次约谈主要就做好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

食品安全事故防控、推进餐

饮单位“明厨亮灶”建设、

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卫生城

市）创建工作等三方面展开。

市市场监管局通报了今年的

餐饮环节监督检查、抽检等

情况，并就从业人员的健康

管理、餐饮具清洗消毒、原辅料质量检查、凉菜及生食海产品等重

点食品加工操作、食品留样工作等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知识进行

了培训，要求各单位做到自觉规范经营行为，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提升行业管理水平，全力配合国家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创建工作。 

田文华局长在约谈会上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要强化主体责任。

要求约谈单位认真学习《食品安全法》，进一步落实餐饮单位食品安

全的主体责任。二是要落实规范管理。要求各单位抓好食品采购、

食品加工、环境卫生等关键环节。三是要创新管理思路。进一步开

展“五常”、“4D”等先进管理方法，加快“明厨亮灶”工程建设，

提高餐饮单位自身的餐饮服务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约谈结束后，全体参会单位还与市市场监管局签订了《食品安

全责任书》，进一步强化主体责任的落实，充分发挥集体约谈在食品

安全监管工作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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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开展食品加工小作坊整治提升工程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食品加工小作坊质量安全监管，规范其生产

经营行为，市市场监管局于 2016 年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开展食品小作

坊专项整治，完成全省首张小作坊登记证发放工作。今年，市市场

监管局以“创示范作坊、品家乡美味”为主题，多措并举开展食品

加工小作坊整治提升工程。 

一是摸底数。根据小作坊的产品类型制作食品小作坊分类登记

表，按照粮食加工品、调味品、肉制品、豆制品等 12 类小作坊目录

进行分类登记。发挥区镇食安办信息员的监管网底作用和市食安办

的综合协调作用，力争统计不留空白，数据真实可靠，切实摸清全

市小作坊底数。 

二是查证件。检查各食品小作坊主体是否持有有效证件，是否

亮证经营，是否存在超出登记范围行为，是否存在出租、出借、涂

改、转让食品相关许可等违法行为，已经取得证照的生产经营主体，

是否做到证照等信息上墙。  

三是核现场。依据《苏州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现场核查记录

表》，切合实际、突出重点，按照规定的程序、内容和要求对食品生

产加工小作坊开展现场监督检查工作，重点核查卫生条件、索证索

票、经营过程。  

四是清死角。按照责任网格化、检查格式化、管理痕迹化的要

求，全面划分监管网络，定人定责定岗。完善监管责任网，做到监

管工作的全覆盖，消除食品安全监管死角，有效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五是端窝点。坚持零容忍、出重拳，严惩违法犯罪。重点打击

行业“潜规则”和共性问题，关停取缔一批无证生产经营单位，严

查一批非法生产加工食品的“黑工厂、黑作坊、黑窝点”，强化行刑

衔接，对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公安机关。  

六是重信用。建立小作坊信用档案，健全食品安全信用评价机

制，把专项检查结果同步到企业信用分类监管系统。建立“红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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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黑名单”管理制度，加强信用信息公开公示，营造食品安全信

用社会环境，着力提升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水平。 

截至目前，全市共核发小作坊登记证 95 家，抽检食品小作坊

产品 72 批次，发现违法违规小作坊 7 户，责令改正 5 件，立案查处

3 件。2017 年力争通过加强信息公示、落实抽检、完善制度等引导

和推动全市小作坊健康规范发展，帮扶一批具备条件的食品小作坊

规范生产经营，更好地传承饮食文化、方便群众生活，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小作坊示范典型，力争创建 5 家以上苏州食品小作坊示范

店。 

 

我市启动餐饮服务集中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示范建设工作 

近年来，我市餐饮服务集中区发展迅速。为鼓励社会各界积极

参与食品安全工作，推动餐饮服务集中区食品安全保障水平进一步

提升，根据苏州市食品药品

监督局总体部署，市市场监

管局在张家港吾悦广场召开

启动会，正式拉开我市餐饮

服务集中区食品安全社会共

治示范建设帷幕。 

餐饮服务集中区食品安

全社会共治示范建设工主要

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建立

食品安全工作服务站。依托餐饮服务集中区现有管理机构，搭建由

政府部门、经营者等组成的第三方管理平台，设立食品安全工作服

务站。通过食品安全工作服务站建设，聘用食品安全协管员、信息

员、志愿者队伍等，协助监管部门延伸监管触角，服务好餐饮服务

经营者，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二是推行明厨亮灶工程。选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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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区内部分餐饮服务经营者试点实施“明厨亮灶、阳光操作”，将关键

环节操作现场直接呈现给消费者，进一步强化企业自律，接受社会

监督。同时对集中区所有餐饮单位实施食品安全量化分级动态评定，

并统一进行集中公示。三是加强食品安全检测力度。加大食品安全

检测力度，及时公开检测结果；建立不合格食品处臵机制，及时有

效处臵食品安全投诉举报。鼓励规模较大的餐饮服务经营者配备快

检设备加强企业自检；倡导有条件的餐饮服务集中区，建立集中区

食品安全快检中心。四是提升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水平。分析集中区

内具有共性的食品安全难点热点问题，采取有措施，督促各相关单

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促使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得到有效规范，

群众对食品安全满意度得到提升。 

 

 

 

市农委开展“三品一标”专项执法检查 

为进一步规范农业“三品一标”生产经营行为，提升“三品一

标”产品的公信力，切实维护“三品一标”农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近日，市农委农业行政执法大队对辖区内主要获证的

“三品一标”生产基地、农产品配送企业开展了“三品一标”标志

使用专项执法检查。重点检查用标产品是否具备有效的产品证书、

证书是否在有效期内、产品或包装上标注标志是否规范、是否存在

冒用或超范围用标等不规范用标行为。 

从检查的情况来看，未发现不规范用标行为。执法人员对部分

证书即将到期的情况，进行了提醒，同时对 2 只无公害、8 只获得绿

色食品证书的农产品进行了执法抽检、送检。通过本次专项检查，

进一步强化了我市“三品一标”获证企业的用标意识，为全市“三

品一标”农产品的生产、经营、消费营造了良好氛围。 

工作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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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场监管局召开食品监管条线工作会议 

8 月 17 日下午，市市场监管局召开食品监管条线工作会议，传

达苏州市局半年度会议精神，总结 2017 年上半年食品安全工作，部

署落实下半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 

会上，各分局结合监管实际，分析了当前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实

践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下一步的工作建议和措施。各业务科室按照

各自工作职能，详细布臵下半年食品安全监管重点工作。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陆翠珍出席会议，对上半年食品监管工作

成效予以了肯定，并就下一步推进食品安全监管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是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食品安全工作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的认识。食品安全问题群众关注度很高，容忍度低，各分局要以更

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深入推进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饮食安全；二是做实基础性工作，认真细致落实食品档案管理，

加快信息平台建设与试点运用，进一步推进食品安全日常监管、专

项整治等各项工作；三是关注食品敏感问题，在投诉举报、事故处

臵、抽检不合格问题的处理上，坚持统一组织领导，不断完善科室

与分局协作机制，使内部协作和联合执法经常化、制度化、精准化，

着力消除监管漏洞和盲区。 

 

市市场监管局集中约谈全市豆制品、淀粉制品生产单位 

7 月初，市市场监管局启动了对全市豆制品、淀粉制品生产单位

专项整治。为总结前期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督促生产单位落实整改，

进一步提升生产单位质量安全保障能力，8 月初，市市场监管局组织

对全市豆制品、淀粉制品生产单位进行了集中约谈。29 名豆制品、

淀粉制品生产单位负责人及质量负责人、22 名食品安全监管人员共

同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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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谈会上，在观看了近期省级媒体曝光的一起豆制品生产企业

违法生产的视频后，监管人员要求各生产单位结合视频中出现的生

产环境脏乱差、超许可范围生产经营、非法使用添加剂、冒用产品

包装等问题开展自查自纠，坚决杜绝出现类似违法行为，对前期专

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必须整改到位。监管人员结合检查情况向参会

单位宣贯了豆制品、淀粉制

品分类知识，两种产品中可

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和最大

允许添加量，明确食品生产

单位的人员、布局、原料把

关、设备设施、生产控制等

各方面的要求，并对前期豆

制品、淀粉制品违法行为查处情况进行了通报，告诫生产单位将会

议宣贯的内容落实到生产实践中，不要触碰法律底线。 

会上，市市场监管局锦丰分局、凤凰分局对前期整治中发现的

问题和积累的经验进行了交流；两家豆制品作坊负责人交流了观看

感想。 

下阶段，市市场监管局将在后续整治过程中通过专项检查、产

品抽检等方式督促约谈单位将理论要求落实于实践中，不断强化意

识，保障我市豆制品和淀粉制品质量安全。 

 

市市场监管局四个到位落实食品安全一户一档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推进食品安全诚信体系

建设，巩固提升省食品安全示范市创建成果，市市场监管局“四个

到位”落实食品安全一户一档工作。 

一是制定方案，责任落实到位。及时印发《关于开展食品经营

者调查摸底建立诚信档案工作的通知》，要求辖区内食品生产经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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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包括生产环节、流通环节和消费环节建立健全一户一档，做到底

数清情况明。同时要细化责任，明确到人，确保在今年 10 月底前对

全部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建档。 

二是统一格式，资料搜集到位。统一制作档案柜、档案盒、封

面、目录和台账，安排专人指导建档工作，各分局安排专人负责档

案的建立和日常管理工作。对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全面搜集其证

照信息，日常监督检查及督查、投诉举报信息、食品召回和量化分

级信息，抽样检测信息，行政处罚信息，社会监督信息等七个方面

的信息，实现全程规范监管，确保档案建立全覆盖。 

三是强化巡查，监管执法到位。将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一户一档

的建立与风险分级管理有机结合，增强监管人员责任意识，提高监

管效率。目前辖区共 1.5 万户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结合风险分级管理，

合理配臵执法资源，对高风险的单位增加巡查频次、加大检查力度，

做到规范化、痕迹化监管。  

四是纳入考核，管理应用到位。该局将一户一档建立情况列为

今年的食品安全监管重点工作任务，纳入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对各

分局一户一档建立情况进行督查通报。各分局对已经建立的一户一

档实施动态管理，实行一月一报制度，及时更新档案内容，确保年

底前完成补充、更新、归档工作，确保建档工作及时性、延续性、

有效性。 

 

市市场监管局开展大中型餐饮单位专项检查 

夏季高温高湿，各种致病微生物易于滋生,发生细菌性食物中毒

的风险加大。为保障全市人民餐饮服务食品安全，2017 年 7 月起，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利用近二个月时间，对全市大中型餐饮服务单位

开展了专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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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主要重点检查四方面内容：一是证照持有、从业人员是否

持有效健康证明；二是进销

货台账、索证索票制度、贮

存保管的执行情况；三是加

工制作、餐饮具洗消、添加

剂管理、食品留样执行情

况；四是“五常法”管理、

“明厨亮灶”建设的推进情

况。本次共检查大中型餐饮

单位 686 家，均持有效食品

经营（餐饮服务）许可证，持证率为 100%；现场抽查从业人员 4740

名，持有效健康合格证明 4428 名，持证率 93.42%。检查同时，对大

型及以上餐饮单位根据《江苏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大中型餐饮

动态等级评定表》，中型餐饮单位按照餐饮服务日常监督检查要点

表，进行了本年度量化分级动态等级评定,评定出优秀等级 128 家，

良好等级 535 家，一般等级 19 家，另外 4 家单位在装修未评级。其

中推行“五常法”管理 98 家，实施“明厨亮灶”74 家。从检查情况

来看，随着各项监管措施的全面铺开、长效管理机制的不断完善,全

市大型餐饮单位食品安全整体水平不断提升，但是也发现了个别餐

饮单位存在着变更布局、超范围、操作过程不规范等问题，食品安

全隐患依然存在。 

下一步，该局将对存在问题比较突出的单位，通过集中约谈、

组织回头看等措施，督促所涉单位对照存在问题，落实自查整改，

同时积极引导有条件的大型餐饮单位开展“明厨亮灶”建设，深入

推行“五常”法等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模式，最大限度的降低食

品安全风险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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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税区（金港镇）取缔两家无证食品加工作坊 

8 月 8 日上午，保税区（金港镇）食安办、市场监督管理局金港

分局联合行动，对位于该镇南沙长山村小桥头的一家血制品及一家

豆制品加工作坊进行了取缔，执法人员出具执法文书，对违法场所

进行查封，责令其不得继续生产销售行为并当场收缴了磨浆机等一

批加工工具。 

被取缔的鸭血加工作坊位于长山村的一户民居的后院中，执法

人员到现场时，相关人员正在现场 10 多平米的场所中加工鸭血。据

该作坊的经营者交待，生产的鸭血主要销往金港及周边江阴的乡镇，

由于经营者无法提供营业手续，执法人员责令其停止加工，并对该

作坊进行了查封。被取缔的豆腐作坊位于不远处，现场环境十分恶

劣，做豆腐的原料随意堆放，加工地点的四周墙壁也是污迹斑斑，

执法人员当即责令经营者立即停止经营，并对加工现场进行查封。 

目前，分局执法人员已经要求上述两家经营者寻找符合规定的

加工场所，并领取相关的经营资质方可经营。此外，分局还将加大

巡查力度，防止出现问题作坊死灰复燃的现象。本次取缔行动有效

打击了无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的违法行为，规范了小作坊生产经

营秩序，保障了人民群众的饮食卫生安全。 

 

经开区（杨舍镇）开展农村集体聚餐管理督查工作 

近期正值盛夏高温季节，是食品安全事故易发季节，也是升学

宴、谢师宴等举办季节。8 月 2 日，经开区（杨舍镇）食安办会同辖

区内卫生、市场监管等部门对区镇各村（社区）集体聚餐场所开展

食品安全现场管理督查工作。 

本次督查主要检查各村（社区）农村家宴管理情况、农村家宴

登记备案台账情况、农村家宴操作场所区域划分、食品原料保管、

餐具消毒等食品安全情况。从检查结果看，各村（社区）能够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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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办餐主体责任，充分发挥村级食品安全信息员作用，及时对辖

区内农村自办宴席进行备案登记和卫生技术指导、食品安全知识宣

传等工作，加工制作场所区域功能划分、食品安全管理等方面有了

进一步提高。 

下阶段，区镇食安办将与各办事处（街道）配合，积极推进村

（社区）集体聚餐场所“明厨亮灶”改造工程，推行色标管理、监

控管理和加强“文明餐桌”餐饮文化建设，切实保障农村家宴食品

安全。 

 

大新镇开展餐饮行业食品安全知识培训 

    为提高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和水平，8 月 18 日，市

市场监管局大新分局在镇便民服务中心组织餐饮服务单位负责人、

食品安全管理员 90 余人开展《食品安全法》、《餐饮服务单位食品

安全管理人员培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专题培训。 

培训班上，市市场监督管理技术服务中心授课人员结合工作实

际、典型案例，利用多媒体

教学的方式，对餐饮服务经

营单位的食品安全操作规

范、餐饮服务经营单位的食

品如病毒防控、常见的食物

中毒及预防等方面进行了讲

解。同时，结合日常监管工

作，对食品安全监督量化分

级管理、餐饮服务许可、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及原料采购索证、

食品储存保管、加工制作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的其他

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食品留样管理、餐厨废弃物管理、餐饮

具清洗消毒、食物中毒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操作规范等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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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讲解，并结合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实践，指出了餐饮服务

经营单位食品安全工作中易忽视而又易发生的问题及其应对之策。 

经过培训有效提高了大新镇餐饮服务经营单位经营者、管理人

员及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及法律意识，强化了餐饮

服务经营单位的食品安全工作，加强了餐饮行业的自律，为保障大

新人民群众饮食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 

 

市青草巷批发市场鲜肉交易区全面实行追溯体系制度 

猪肉是“菜篮子”中的重要商品，也是城乡居民的主要食肉来

源。近日，市青草巷批发市场率先在鲜肉区全面实行全程追溯体系

制度，对提升市场食品质量安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市青草巷批发市场自2016年11月份启用由市商务局牵头建设的

张家港市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目前鲜肉交易区已全面实现可溯

源。当猪肉进场时，由区域管理员向进场经营户收取《动物检疫合

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根据其票面信息，核对猪肉检疫

印章、数量，并将经营户姓名、摊位号、生产单位、检疫证合格证

号、定点代码、购货方、价格、数量等信息在后台录入追溯系统，

下发溯源码，与此同时，系统会自动更新经营户的溯源信息标牌上

的溯源二维码信息。当消费者通过手机扫描标牌上的溯源二维码时，

就能快速准确地知道该肉摊的猪肉信息和流通过程，了解猪肉的原

产地、屠宰厂、屠宰时间、摊位经营户等信息。此外，经营户按规

定一律使用电子追溯称，实行一称一票制。 

张家港市肉菜流通溯源体系建设项目于 2013 年 1 月启动建设，

2015 年 11 月建设完成，2016 年 1 月正式进入运维服务期。目前项目

覆盖全市 4 家屠宰厂、1 家批发市场、13 家农贸市场、5 家超市、40

多家团体消费单位，各节点信息互联互通，形成来源可追溯、去向

可查证、责任可追究的质量安全追溯链条，从生猪屠宰到零售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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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全方位、全覆盖的肉菜流通追溯体系。截至目前，肉菜流

通溯源体系各环节运行正常，同时各项运维服务工作及系统优化升

级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2017 年 7 月全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 

2017 年 7 月份我市对全市冷冻饮品、饮料、酒类、薯类和膨化

食品、粮食加工品（大米、小麦粉）、调味品（酱油）、肉制品（食

用血制品）、豆制品（非发酵性豆制品）、水产制品（藻类加工制

品、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蔬菜、禽肉、水果类、水产品、鲜

蛋和豆类等食品品种进行了监测。本月共监测各类食品 558 批次，

合格 548 批次，合格率为 98.21%。 

本月监测共有 10 批次食品不合格，分别是 2 批次雪糕、6 批次

非发酵性豆制品、1 批次海蜇和 1 批次黄花菜。在原因分析的基础上，

市食安办将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要求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职能科室立即对 10 批次不合格食品

进行后续处臵工作，并将不合格食品检测报告移送市场监管局综合

执法大队进行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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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港电台、张家港在线微信公众平台、张家港市食品安全网及户外

电子广告宣传屏等媒介将监测不合格情况予以公告。 

 

全市农贸市场农产品快检信息 

根据年度抽检计划，2017 年 1~7 月，全市累计共实施市场快速

检测食品 591095 批次（其中进行蔬菜农残快检 583909 批次，进行

监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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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硫、亚硝酸盐、甲醛、吊白块等项目快检 7186 批次），检出

487 批次不合格，合格率 99.92%。其中，青草巷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累计抽检 62090 批次，合格 62070 批次，合格率 99.97%。全市农贸

市场共退市、销毁不合格农产品 9.183 吨。 

 

 

 

△八一前夕，南丰镇食安办联合镇文体中心、镇文联及永合社

区等单位在永联金手指广场举办了“迎八一，送清凉”食品安全科

普宣传活动。通过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食品药品安全科普知识展

板、宣传折页，演出期间穿插的食品安全知识有奖竞答等形式宣传

普及食品药品安全基本知识，进一步提高广大居民的食品安全意识。 

△8 月初，市市场监管局西城分局向辖区内的 4 家豆制品和淀粉

制品小作坊发放了行政提示书，列出了这几家食品小作坊所生产的

食品可以添加的食品添加剂的名称、功能、最大使用量等内容。并

对小作坊经营者进行教育，要求其提高食品安全意识，紧绷安全弦

不放松。 

△8 月 3 日，南丰镇食安办会同镇教管办、市场监管局南丰分局、

城管中队、消防等部门对辖区内的课辅班、托管中心、艺体培训班、

英语辅导班等针对中小学生及幼儿的培训机构进行了联合整治行

动。检查人员对各私托和社会培训机构的消防设施、证照持有、供

餐情况等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就发现的问题当场下发了告知书。 

△8 月 3 日，2017 年南农大-张家港市优质果品品鉴会活动在张

家港市神园葡萄有限公司举行。全市 32 家果品种植企业、专业合作

社、基地选送的 61 个品种参加了评比，经过由省农委、南农大的专

家组成的评审小组的评定，最终评出了一等奖 3 个、二等奖 6 个、

三等奖 11 个。张家港市七彩明珠农业科技专业合作社夏黑葡萄、张

工作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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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港市凤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NJ-42 桃、张家港万家乐农民专业合作

社绿冠梨获得一等奖。 

△8 月 4 日，乐余镇组织辖区内卫生、安监、公安、电力、市场

监管等部门联合对 3 家医疗机构（场所）开展安全生产工作督查。

该镇食安办联合市市场监管局乐余分局对 3 家机构的食堂及 1 家超

市进行了检查，重点检查从业人员的健康状况、设施配备情况﹑食

品原料来源和储存状况﹑加工过程和场所的卫生情况、各类证件是

否齐全或过期以及存在的风险和安全隐患等。检查人员对检查发现

的问题和隐患及时指出，并督促相关人员和单位进行学习和整改。 

△自 8 月 4 日起，市市场监管局锦丰分局联合冶金园（锦丰镇）

食安办共同对校园周边、集贸市场周边和大型商超等食品生产经营

单位开展摸底工作，为建立监管诚信档案奠定基础。分局人员对无

证无照食品经营户发放行政提示书，要求立即办照办证；对已经取

得证照的经营户，按照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的要求对

其进行日常检查。此项工作预计月底结束。 

△8 月 10 日，市市场监管局生产流通科、金港分局及港区派出

所相关人员齐聚中粮东海粮油工业（张家港）有限公司的成品油仓

库，监督该公司生产的 1480 箱大豆油、葵花籽油加贴封条，对全程

进行了录像拍照。据悉，该公司生产的食用油被选为今年 9 月金砖

会议的指定餐饮用油。根据会务组保障要求，此批餐饮用油不仅要

求专人专车运输至厦门，而且需要在外包装上加贴封条。  

△8 月中旬，冶金工业园（锦丰镇）商贸局牵头市场监管局锦

丰分局、电力局、消防中队对辖区内的大型商超进行了一次安全大

检查。检查人员对发现的部分商超存在配电间堆放杂物的情况要求

立即整改消除隐患，同时要求商超务必做好食品进货的索证索票工

作，特别是婴幼儿配方乳粉、婴幼儿配方食品、保健食品必须做到

专区专柜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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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6 日，为进一步理顺工作流程，市市场监管局西城分局

召开会议对餐饮服务类食品经营许可工作进一步明确。会上，就细

化餐饮服务许可工作流程、建立健全餐饮服务许可准入制度、完善

许可程序工作进行了布臵，要求规范细化餐饮服务许可受理、流转

及现场审查、呈报审批、证件发放与许可归档等工作，实行许可受

理、审评、审批三分离，严格按照《餐饮服务类食品经营许可流程

指南》、《食品经营许可现场核查操作指南》进行审批。  

△8 月 18 日起，市市场监管局塘桥分局对辖区内所有企事业单

位及养老机构食堂开展专项执法检查。监管人员对照餐饮服务日常

监督检查要点内容开展现场核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逐一进行记

录，并现场进行反馈，完成对被检查单位的量化分级动态等级评定

工作，同时对发现问题的单位均出具了监督意见书，明确了整改要

求及时限。 

△近日，市市场监管局东城分局开展了夏季卤菜食品安全专项

检查，对辖区内卤菜经营户的证照、从业人员健康、进销台帐、食

品添加剂使用、回锅记录、环境卫生、熟食间温度等进行详细检查，

未达到要求的,责令经营户限期整改。同时加强宣传指导，督促经营

户遵循食品经营的相关规定，提高食品安全责任意识；提醒广大消

费者要向正规经营户购买熟食卤菜。 

△8 月 22 日，常阴沙现代农业示范园区食安办会同市市场监管

局乐余分局，对园区两所养老机构食堂进行了突击检查。主要检查

了两家机构的持证经营、人员管理、硬件设施配备、食品原料采购

储存、加工操作等情况，要求各机构负责人加强责任主体意识，做

好防蝇防鼠防尘工作，严格执行餐具清洗消毒和食品留样制度。对

于操作不规范的现象，检查组现场进行了培训指导，并将择机进行

复查。 

△8 月中旬，市市场监管局开发区分局对辖区内的养老机构食堂

进行了全方位的食品安全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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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提出了整改意见，并进行了现场指导。下阶段，分局将开展“回

头看”行动，督促相关单位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8 月 24 日下午，为依法规范网络食品经营行为，市市场监管

局针对网络平台入网餐饮单位存在无证经营和超范围经营问题对美

团外卖、饿了么张家港地区负责人进行了约谈，明确网络订餐第三

方平台关于食品安全的义务和责任。 

△8 月 29 日，市市场监管局东城分局联合经开区（杨舍镇）食

安办、杨舍镇东莱街道举办食品安全协管员培训班。结合东莱街道

实际情况，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就食品小作坊安全风险隐患、许

可要求、监管要求等方面进行了讲解；镇食安办工作人员对农村家

宴食品安全注意事项进行了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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