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年年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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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份,市食安办组织对全市炒

货食品及坚果制品、蔬菜制品、粮食加工品（大米）、肉制品（腌腊肉制品）、速冻食品（速冻面米制品）、

调味品（半固体复合调味料）、豆制品（非发酵性豆制品）、餐饮食品（自制火锅底料、调味料、汤料）和

食用农产品（蔬菜、畜禽肉及副产品、水产品、鲜蛋、豆类）等食品品种及餐盒进行了抽检。本月共抽检

各类食品 501批次，合格 467批次，合格率为 93.21%，抽检餐盒 30批次，合格 30批次，合格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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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色春卷（鲜肉、芝麻、菜猪油、豆沙） 无锡市丹丹食品有限公司 600 克/袋 2018.8.13 张家港会凤凰吉麦隆百货超市 过氧化值 标准值：≤0.25g/100g 实测值：0.76g/100g 张家港市检验检测中心 2 椒盐蚕豆 广东伊达食品有限公司 138 克/包 2018.11.1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吉麦德购物广场 酸价 标准值：≤3mg/g 实测值：6mg/g 张家港市检验检测中心 3 怪味豆酥 无锡市顶顶香食品有限公司惠山分公司 散称 2018.10.12 张家港市杨舍泗港亿家福超市 酸价 标准值：≤3mg/g 实测值：13mg/g 张家港市检验检测中心 4 满口香花生 南京三义食品有限公司 180 克/袋 2018.7.31 张家港市杨舍泗港亿家福超市 过氧化值 标准值：≤0.50g/100g 实测值：0.71g/100g 张家港市检验检测中心 5 麻辣花生 上海欣灵食品有限公司 230 克/包 2018.7.24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苏杭时代购物广场 过氧化值 标准值：≤0.25g/100g 实测值：0.78g/100g 张家港市检验检测中心 6 精制花生原味   （油炸类炒货） 常熟市情人结食品有限公司 180 克/包 2018.7.14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美好宜佳超市 过氧化值 标准值：≤0.25g/100g 实测值：0.46g/100g 张家港市检验检测中心 7 鱼皮花生 广东伊达食品有限公司 180 克/袋 2018.11.1 张家港市凤凰吉麦隆百货超市 过氧化值 标准值：≤0.50g/100g 实测值：0.71g/100g 张家港市检验检测中心 



 8 轻松 1 刻瓜子酥 沂水县顺丰食品厂 散称 2018.9.25 张家港市乐余镇上海如海超市 过氧化值 标准值：≤0.25g/100g 实测值：0.76g/100g 张家港市检验检测中心 9 酒鬼花生（原味） 常熟市情人结食品有限公司 180 克/袋 2018.8.10 张家港市乐余镇上海如海超市 过氧化值 标准值：≤0.25g/100g 实测值：0.58g/100g 张家港市检验检测中心 10 天府花生（咸酥） 上海欣灵食品有限公司（分装） 500 克/袋 2018.9.3 张家港市大新苏杭时代超市 过氧化值 标准值：≤0.50g/100g 实测值：0.78g/100g 张家港市检验检测中心 11 酒香花生 上海欣灵食品有限公司（分装） 180 克/袋 2018.9.25 张家港市大新苏杭时代超市 过氧化值 标准值：≤0.25g/100g 实测值：0.66g/100g 张家港市检验检测中心 12 笋干 江阴百家味调料干货批发商行（江阴市食品城粮油区 220 号）（进货商） 散称 20181201 （购进日期） 孙宝生（金港镇中兴农贸市场） 二氧化硫 残留量 标准值：≤0.2g/kg 实测值：0.29g/kg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  （上海）有限公司 13 干黄花菜 鑫源南北货商行（无锡市通沙路88号天鹏食品城 C 区 96 号） （进货商） 散称 20181201 （购进日期） 孙宝生（金港镇中兴农贸市场） 二氧化硫 残留量 标准值：≤0.2g/kg 实测值：0.36g/kg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  （上海）有限公司 14 鸡蛋 如皋市小刘禽蛋经营部（采购） 散装称重 20181204   （进货日期） 张家港市凤凰镇小食坊饭馆 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43.9μg/kg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5 韭菜 青草巷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进货） 散装称重 20181205   （进货日期） 张家港市凤凰镇丰盛餐馆 腐霉利 标准值：≤0.2mg/kg 实测值：1.68mg/kg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6 韭菜 张家港市锦丰青草巷贾伟蔬菜经营部（采购） 散装称重 20181210   （进货日期） 张家港市凤凰镇西张家家乐农家菜馆 腐霉利 标准值：≤0.2mg/kg 实测值：0.90mg/kg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7 韭菜 张家港市锦丰青草巷贾伟蔬菜经营部（采购） 散装称重 20181210   （进货日期） 张家港市凤凰乡间小菜馆 腐霉利 标准值：≤0.2mg/kg 实测值：0.77mg/kg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8 韭菜 第一集贸市场蔬菜临时摊位 63 号孟庆左(进货) 散装称重 20181212    （购进日期） 张家港市杨舍开发区回头客土菜馆 腐霉利 标准值：≤0.2mg/kg 实测值：0.74mg/kg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9 黄豆芽 市第一集贸市场 （进货） 散称 2018.12.6 连爱甜豆芽摊（万红新区集贸市场） 对氯苯氧乙酸钠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492mg/kg 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0 大黄豆芽 青草巷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进货） 散称 2018.12.6 张家港市泗港天宇豆芽摊（泗港港新集贸市场） 赤霉素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57μg/kg 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1 黄豆芽（短） 青草巷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进货） 散称 2018.12.6 张家港市杨舍开发区凤民水发销售部 6-苄基腺嘌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33.4μg/kg 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2 大黄豆芽 青草巷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进货） 散称 2018.12.10 张家港市杨舍镇王甫明豆芽摊（花园浜菜场） 赤霉素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77μg/kg 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3 豆芽头 青草巷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进货） 散称 2018.12.10 张家港市杨舍镇王甫明豆芽摊（花园浜菜场） 6-苄基腺嘌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84.3μg/kg 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4 大黄豆芽 自制 散称 2018.12.12 张家港市南丰镇集贸市场蒋美芳豆芽摊 对氯苯氧乙酸钠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402mg/kg 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5 小黄豆芽 自制 散称 2018.12.12 张家港市南丰镇集贸市场蒋美芳豆芽摊 对氯苯氧乙酸钠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651mg/kg 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6 珍珠豆芽 常熟市顺祥蔬菜食品有限公司(进货) 散称 2018.12.12 张家港市南丰吉麦隆超市 对氯苯氧乙酸钠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369mg/kg 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7 小豆芽 常熟市顺祥蔬菜食品有限公司(进货) 散称 2018.12.12 张家港市南丰吉麦隆超市 对氯苯氧乙酸钠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98mg/kg 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8 黄豆芽 常熟市顺祥蔬菜食品有限公司(进货) 散称 2018.12.17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吉麦隆购物广场 对氯苯氧乙酸钠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89mg/kg 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9 绿豆芽 常熟市顺祥蔬菜食品有限公司(进货) 散称 2018.12.17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吉麦隆购物广场 对氯苯氧乙酸钠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83mg/kg 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30 小豆芽 常熟市顺祥蔬菜食品有限公司(进货) 散称 2018.12.17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吉麦隆购物广场 对氯苯氧乙酸钠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83mg/kg 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31 小豆芽 常熟市顺祥蔬菜食品有限公司(进货) 散称 2018.12.17 张家港市锦丰镇吉麦隆超市 对氯苯氧乙酸钠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323mg/kg 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32 珍珠豆芽 常熟市顺祥蔬菜食品有限公司(进货) 散称 2018.12.17 张家港市锦丰镇吉麦隆超市 对氯苯氧乙酸钠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539mg/kg 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33 黄豆芽 常熟市顺祥蔬菜食品有限公司(进货) 散称 2018.12.17 张家港市锦丰镇吉麦隆超市 对氯苯氧乙酸钠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310mg/kg 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34 黄豆芽 张家港市民心蔬菜有限公司（进货） 散称 2018.12.18 张家港市杨舍乘航每天鲜生鲜超市 6-苄基腺嘌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41.4μg/kg 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张家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 1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