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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张家港市张家港市张家港市明确明确明确明确 2019201920192019 年食品安全工作要点年食品安全工作要点年食品安全工作要点年食品安全工作要点    

2019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决胜高质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加快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之年。2 月 13 日，市食安委根据上级

部门及市委市政府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部署要求，制定印发了《张

家港市 2019年食品安全工作要点》（以下简称《要点》）。 

《要点》从提升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强化食品安全风险防控、

加强食用农产品源头治理、严格食品生产经营监管、推进重点问题

综合整治、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这七个

方面进行了工作部署。今年，我市将继续落实“四个最严”要求，

坚持“党政同责”，以参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载体，持续推进

全过程全链条全方位监管，认真贯彻落实省局食品药品大排查大检

查大督查专项行动，继续开展区镇食品安全达标评估建设，餐饮服

务单位示范建设，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示范小作坊创建等系

列活动。以强化智慧监管为手段，建设食品安全“智慧化”社会共

治防控平台，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试点探索“片区监管人

员+专职协管员+信息网格员”的监管新模式。以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为

导向，多措并举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继续开展食品安全四个“你

我”共治活动，深入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等系列活动，全力推动我

市食品安全高质量发展。 

 

张家港市启动张家港市启动张家港市启动张家港市启动““““食品安全食品安全食品安全食品安全伴我行伴我行伴我行伴我行””””校园校园校园校园宣传活动宣传活动宣传活动宣传活动    

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影响着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生命安全，关

乎千家万户的幸福美满。结合其他地区食品安全宣传先进经验思想，

市食安办会同市市场监管局编印了《食品安全伴我行》校园食品安

工作视点工作视点工作视点工作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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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宣传手册，设置了食品的认识、

食品营养多、食品巧搭配、消费

与维权四个单元共 12 小课，将

其纳入学校健康教育。 

2月 18日起，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食品安全伴我行”校园宣

传活动，目标通过校园课堂学习，

帮助少年儿童养成正确的饮食习惯，树立正确的食品消费意识和主

动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意识。同时，通过“小手拉大手”，由学生将学

到的食品安全知识向家人普及，进一步将食品安全共治意识从学校

延伸到家庭和社会。 

 

 

 

 

张家港市张家港市张家港市张家港市召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会议召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会议召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会议召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会议    

为认清严峻的形势和面临的压力，抢抓先机，尽早布局尽早开

局，努力开创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新局面，2 月 25 日，市农业

农村局召开 2019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会议。 

农产品质量监督科总结了

2018年工作成果。2018年以来，

我市以巩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

全县创建成果为抓手，以确保农

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为目标，不断

强化生产环节监管，狠抓体系建

设、制度建设和责任落实，全市

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得到进一

步提升。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使用、绿

色优质农产品比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下一步，要继续弘扬张家港

工作动态工作动态工作动态工作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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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全力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二

是着力提升绿色优质农产品比重，三是大力实施品牌提升行动。 

宋向洪副局长就如何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作了强调：

一要克服麻痹思想，充分认识农产品质量安全面临的形势，二要压

实责任，全面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目标责任，三要聚焦关键指标，

全力提升种植业绿色优质农产品占比水平。 

 

市市场监管局召开食品安全条线工作会议市市场监管局召开食品安全条线工作会议市市场监管局召开食品安全条线工作会议市市场监管局召开食品安全条线工作会议    

2 月 20 日，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了食品安全条线工作会议，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田文华出席会议，副局长陆翠珍主持会议。市市

场监管局各分局局长、食品条线

分管局长，凤凰镇食品科科长，

市市场监管局食品条线相关科

室科长参加了会议。 

会上，各分局局长、相关科

室科长就 2018年的食品安全工

作进行了总结，并对 2019年的

工作计划进行了说明。陆翠珍副局长表示：希望大家正确看待当前

食品安全工作，认真落实局党委对食品安全工作的要求部署，做好

常规工作，点亮创新工作，保持争先意识。最后，田文华局长提出

了三点要求：一要继续做好食品安全基础工作，基础是做好一切工

作的依托，不能因为基础工作琐碎、周期长就不想做或者不认真做；

二要在工作中树立系统思维，科学统筹安排各项事务，做到忙而不

乱；三要加大力度，不论是监管力度还是执法力度，进一步深化监

管执法一体化，提高食品案件查办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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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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走访走访走访““““三大三大三大三大””””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开展情况开展情况开展情况    

为扎实开展食品、药品安全

大排查、大检查、大督查专项行

动，2 月 20 日～22 日，市市场

监管局副局长高攀带队，局综合

执法大队和行政监管科相关人

员组成情况走访组，对各分局进

行了走访。 

通过走访发现，各分局专项

行动开展情况总体较好，体现在：基础工作扎实，特色鲜明；工作

重点突出，措施得力。但也发现部分分局整治准备不足，检查不细，

风险排查不彻底等情况。针对以上问题，走访组建议：一要按照“零

容忍”要求，督促企业和相关单位落实主体责任；二要实施闭环管

理，推动每一个问题得到实实在在地解决。 

 

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重点食品生产企业专项检查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重点食品生产企业专项检查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重点食品生产企业专项检查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重点食品生产企业专项检查    

自 2月 12日起，市市场监管

局对全市食品添加剂、乳制品、

猪肉等动物制品生产企业进行

了专项检查。此次检查聘请了食

品安全第三方审计机构，由机构

专家会同科室、辖区分局监管人

员共同开展现场监督检查。检查

全面覆盖了企业生产环境、工艺

流程、出厂检验、进销货台账等环节。截止 2月 20日，共检查了相

关企业 18家，通过检查，上述企业总体情况良好，但还是存在设施

设备不能及时维修、相关消毒记录不全等问题。针对发现问题，市

市场监管局已督促相关企业落实整改并将组织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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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场监管局开展元宵市市场监管局开展元宵市市场监管局开展元宵市市场监管局开展元宵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元宵佳节来临之际，元宵、速冻汤圆、水饺等节令食品进入热

销期，为确保消费者吃上“放心”汤圆，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了元宵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一一一一、、、、加强重点监管加强重点监管加强重点监管加强重点监管。。。。针对元宵、汤圆、水饺等食品销售时间短、

品种多、销售范围广的特点，此次专项检查以大型超市、批发部、

农贸市场作为重点区域，主要检查三个方面：一是查看经营者主体

资质，对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等情况进行

检查；二是查看产品信息，严查销售过期变质、无生产日期、无厂

名厂址等不合格食品；三是查看进销货台账，要求经营者严格落实

进货索证索票制度，做到进货渠道正规可追溯，销售台账准确可求

证。 

二二二二、、、、行政提示到位行政提示到位行政提示到位行政提示到位。。。。执法人员在检查的同时，加强宣传提醒，

要求经营者主动自查，保障所售节令食品的安全，并通过发放行政

提示书，督促经营者加强行业自律，严格把握食品进货渠道，对标

识不符合规范的食品，绝对不允许进入市场销售，切实担负起食品

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职责。 

三三三三、、、、进行监督抽检进行监督抽检进行监督抽检进行监督抽检。。。。为保障元宵节期间食品安全，有效消除食

品安全隐患，确保全市人民度过欢乐祥和的元宵佳节，在春节前，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即组织对市场销售的元宵汤圆等节令食品进行了

抽检，共计 20批次，合格 19批次，不合格 1批次。 

 

市市场监管局凤凰分局查处市市场监管局凤凰分局查处市市场监管局凤凰分局查处市市场监管局凤凰分局查处““““人民币人民币人民币人民币””””蛋糕蛋糕蛋糕蛋糕    

如今的蛋糕造型越做越精美，商家也是绞尽脑汁变换花样，当

前市面上配有新版人民币图样的蛋糕悄然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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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31日，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凤凰分局联合凤凰镇食品科

对辖区蛋糕店进行执法检查，检

查中发现，辖区 3家蛋糕店内赫

然摆放着“人民币”图样的蛋糕，

这些款式蛋糕除了配有颜色各

异的水果外，蛋糕表层还放有若

干百元“人民币”，从外观来看，

该“人民币”与现版真钞几乎一模一样，只有用手拿起来，才会发

现其使用的纸张触感、图案与真钞都有所区别。蛋糕店老板表示，

这些“百元大钞”均是蛋糕装饰品，材质为糯米纸，可以食用，获取途

径均为网购。 

2018年 3月 19日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

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禁止制作、仿制、买卖人民

币图样；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宣传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

上使用人民币图样。因此，制造、出售或使用人民币式样商品的人

或商家属违法。 

商家的违法违规行为有损人民币的严肃性，分局执法人员依法

对上述 3家商家进行了立案查处。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2012012012019999 年年年年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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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份对我市蔬菜制品、糖果制品、肉制品、食用油（食

用植物油）、粮食加工品（谷物碾磨加工品、谷物粉类制成品）、

淀粉制品（粉丝粉条等）、方便食品（方便粥等）、酒类（葡萄酒、

其他发酵酒）、豆制品（非发酵性豆制品）、餐饮食品（配送膳食、

自制发酵面制品）和食用农产品（蔬菜、畜禽肉及副产品、水产品、

鲜蛋、水果）等食品品种及餐具进行了抽检。本月抽检各类食品共

监测信息监测信息监测信息监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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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批次，合格 518 批次，合格率为 99.23%；对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和中央厨房的餐具进行了专项抽检，共抽检 25批次，合格 20批次，

合格率为 80%；对 2018年 12月不合格豆芽经营单位进行跟踪抽检。

共抽检豆芽 14批次，合格 14批次，合格率为 100%。 

本月监测共有 4批次不合格食品及 5批次不合格餐具，1 批次自

酿白酒检出糖精钠；1批次黄鱼恩诺沙星超标并检出培氟沙星；1批

次大豆油酸值超标；1批次韭菜腐霉利（农药残留）超标；5批次餐

具检出阴离子合成洗涤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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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批次不合格食品及 5

批次不合格餐具进行后续处置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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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是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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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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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全市累计共实施市场快速检

测食品 47579批次，均是蔬菜农残快检，检出 16批次不合格，合格

率 99.97%。其中，青草巷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累计抽检 15289 批次，

合格 15288 批次，合格率 99.99%。全市农贸市场共退市、销毁不合

格农产品 95千克。 

 

 

 

 

△为进一步维护中老年群体合法权益，保障春节期间保健食品

安全，近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西城分局走进杨舍镇泗港社区，开

工作简讯工作简讯工作简讯工作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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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敬老护老”保健食品知识进社区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手册、

播放保健食品防骗宣传视频和知识讲座，向社区中老年群体介绍保

健食品常识、常见营销套路以及如何正确辨别、理性选购保健食品。

活动得到了社区群众的热烈欢迎，收到了良好反响。 

△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开发区、塘桥、凤凰、南丰等分局对辖

区内的猪肉制品生产企业、农贸市场、大型商超等相关猪肉商品经

营单位开展了专项防控行动，主要查看单位是否严格执行进货查验

和记录制度，索证索票和检验检疫合格证明验收情况是否到位，有

无采购来源不明或超过保质期问题的猪肉及肉制品。同时，执法人

员约谈市场负责方、生鲜超市的相关负责人，明确疫区猪肉、病死

猪肉不得入市交易。下一步，相关分局将严格按照上级机关工作部

署，继续做好防控工作，守护人民舌尖上的安全。 

△近日，市市场监管局东城、乐余、大新等分局积极开展食盐

质量安全专项检查，督促食盐经营单位落实法定义务，从严整治以

次充好、以劣充优、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督促

肉制品加工企业、调味品生产企业、大型餐饮单位等用盐大户规范

食用盐使用管理；严查是否存在食盐标签虚假标识标注，是否认真

落实索证索票、查验等制度，严厉打击未经许可生产、经营食盐。

经查，未发现工业盐，部分经营单位存在台帐登记不全的现象，已

要求其进行整改。 

△2 月 13 日，青草巷检测中心在例行对每晚所抽蔬菜的样品进

行检测时，发现 1 个批次生菜残留农药超标。接到检测中心的不合

格移送报告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锦丰分局执法人员立即对 82 公斤

不合格生菜进行销毁,并对问题产品的经营户进行了食品安全法律法

规的宣传教育。 

△为加强全镇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保障节日期间消费安全 2 月

16 日，大新镇党委委员张平带领镇食安办、市市场监管局大新分局

相关人员对辖区集贸市场、大中型超市进行了监督检查，重点查看

了各单位食品经营许可证持证情况、销售的节令食品储存情况、进

货查验和索证索票落实情况。经查，以上单位整体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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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6 日，南丰镇食安办根据节日特点，联合永合社区、惠

邻社工等开展了“众乐话和谐 邻里闹元宵”浓情元宵节暨食品安全

知识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向市民群众普及食品安全知识，

并就元宵节食材的挑选、鉴别进行了详细解说，在弘扬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的同时，再提高群众食品安全意识。 

△2 月 19 日，大新镇年丰双杏寺前举办的节日庙会恰逢元宵佳

节，热闹非凡。市市场监管局大新分局联合区镇食安办对庙会集市

开展巡查，重点查看食品摊位健康证持证情况、索证索票情况，膏

药、中药材销售摊位是否存在虚假宣传情况等，有效保障节日期间

群众消费安全和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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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