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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导导导            读读读读    

工作视点 

� 张家港市迎接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跟踪评价 

� 张家港市开展 2019年食品安全承检机构年终考核 

� 张家港市凤凰水蜜桃通过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评审 

工作动态 

� 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添加剂专项检查 

� 市市场监管局举办 2019年食品安全初级检查员取证培训

班（能力提升班） 

� 市市场监管局开展 2019年食品安全应急演练 

� 保税区（金港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食品安全工作 

� 乐余镇开展农村家宴达标建设自评 

� 市市场监管局南丰分局对食品小作坊开展全面“体检” 

监测信息 

◆◆◆◆    2019年 11月全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 

◆◆◆◆    全市农贸市场农产品快检信息 

工作简讯 

 

 

 

主办：张家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电话：0512-58697332 

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传真：0512-58697332 

地址：张家港市人民中路 30号                  网址：http://www.zj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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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张家港市张家港市张家港市迎接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跟踪评迎接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跟踪评迎接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跟踪评迎接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跟踪评价价价价    

日前，省食安办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第一、二批次获得“省级食品

安全示范城市”命名授牌的 29

个县（市、区）开展跟踪评价工

作。此次跟踪评价工作全面采用

信息化手段，分为现场检查与暗

访调查两个方面。 

12月 9日至 10日，第三方

机构考评组对我市进行了现场

检查，共抽查农业、生产、流通、餐饮单位共计 72家，考评组还核

查了我市食品安全基础性资料、评价性资料等台账资料。暗访调查

同步进行，调查组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统计我市群众对本市食品安

全状况的满意度、对食品安全工作的知晓度等信息，通过暗访检查

的方式进一步了解我市食品安全状况。我市顺利通过了此次跟踪评

价工作。 

 

张家港市张家港市张家港市张家港市开展开展开展开展 2019201920192019 年食品安全承检机构年终考核年食品安全承检机构年终考核年食品安全承检机构年终考核年食品安全承检机构年终考核    

为规范承检机构的检验行为，提高食品安全抽检工作质量，2019

年 12 月 3 日至 19 日，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

承担 2019年度张家港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任务的 6家承

检机构开展年度考核工作。 

工作视点工作视点工作视点工作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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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考核工作采取现场检查

和盲样检测两种方式进行。现场

检查随机抽调了检验检测专家

和市监局管理人员组成考核组，

通过现场查看承检机构的资质

认定证书、质量管理手册、程序

文件、检验人员技术档案、培训

及监督记录、仪器设备检定校准证书及使用记录、标准物质台账及

核查记录、样品（检测样和留样）流转及处理记录、能力验证等工

作资料，并随机抽取检验报告和相应的原始记录，询问管理人员、

检验检测人员、检查实验室等，对承检机构的质量管理体系、检验

检测过程实施全面检查。检查结果显示 6 家承检机构食品检测条件

都较好，检验资质比较齐全，基本能够按照市场监管局的文件要求

开展工作，人力资源与检验工作量基本匹配，但还存在工作制度不

完善、抽检不规范、原始记录方法选用不恰当等等问题。盲样检测

安排了农药、兽药残留检验项。 

本次考核促进了承检机构进一步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可靠性和

内部质量管理水平。同时，对评价全市抽检工作质量水平、督促承

检机构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和确保抽检任务的圆满完成具有重要意

义。 

 

张家港市凤凰水蜜桃通过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评审张家港市凤凰水蜜桃通过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评审张家港市凤凰水蜜桃通过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评审张家港市凤凰水蜜桃通过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评审    

12月 24日，张家港市凤凰水蜜桃顺利通过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

理标志登记评审，成为张家港市首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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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是指农产品来源于特定地域，以地域名称

冠名的特有农产品标识。它既是知名的农产品产地标志，也是重要

的农产品质量标志，是极具价值的地方名片。凤凰镇是著名的水蜜

桃生产基地。近年来，凤凰镇在水蜜桃产业发展方面重点推广施用

有机肥、生草栽培，综合运用农业、物理、生物等技术防治病虫害，

并于 2018年成功创建省级水蜜桃绿色防控示范区。 

获得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后，张家港市将进一步保护和发

展凤凰水蜜桃产业，实现品牌强农，促进文化传承，推动一二三产

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农民增收致富。 

 

 

 

 

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添加剂专项检查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添加剂专项检查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添加剂专项检查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添加剂专项检查    

严厉打击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违法添加罂粟壳等非食用物质的行

为，切实保障广大消费者食品安

全，市市场监管局于 11月 18日

至 12 月 6 日开展了食品生产经

营单位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专

项检查。 

此次行动以食品生产企业

和食品小作坊、副食品批发市场

及各类农贸市场、熟食卤菜制售单位、火锅店、羊肉店、鸭血粉丝

店、面店、酒楼等为重点监管对象，共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310家。

结合检查同步开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共抽检食品 300 批次，快检

工作动态工作动态工作动态工作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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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3批次，2批次转法检确认合格，另 1批次经溯源调查，确认青

草巷某经营单位涉嫌经营非法添加的调味品，目前案件已经移交公

安局调查处置。 

通过检查发现，随着打击和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强，食品生产经

营单位负责人的食品安全意识逐渐增强，但还是存在隐患问题，主

要体现在，部分餐饮单位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未能执行食品添加剂“五

专管理”（专店采购、专柜存放、专人负责、专用工具、专用台账）。

部分单位负责人管理意识薄弱，未按规定开展食品安全自查、从业

人员食品安全培训等常规工作，同时未能严格执行食品添加剂进货

查验、记录制度，未能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的范围和限量

使用食品添加剂，存在着随意添加的现象。 

下阶段，市市场监管局将对存在问题的餐饮单位，随时暗访检

查，组织“回头看”，确保整改落实到位；加大抽检频次，抽检结果

及时向社会公布，严格控制不合格或者来源不明的食品、食品原料

及食品添加剂进入餐饮环节；开展食品安全管理员培训，强化食品

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提高经营者守法经营自觉性。一旦发现有违

法添加行为，立即严厉查处曝光，确保我市食品安全。 

    

市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举办举办举办举办 2019201920192019 年食品安全初级检查员年食品安全初级检查员年食品安全初级检查员年食品安全初级检查员    

取证培训班取证培训班取证培训班取证培训班（（（（能力提升班能力提升班能力提升班能力提升班））））    

为进一步扩充食品安全检查员队伍，提高食品安全检查员业务

素质，12月 13日至 14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举办 2019年食品安全

初级检查员取证培训班（能力提升班），食品安全初级检查员、部分

青年干部共计 80余人参加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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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培训邀请食品安全专家

围绕食品生产许可现场核查问

题、食品安全抽检与处置、食品

安全应急处置与基层监管、新食

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与餐饮操作

规范等工作实务内容进行授课。

课程结束后，食品安全初级检查

员参加了综合能力测验，未取得初级检查员证的部分青年干部参加

了取证考试。 

 

市市场市市场市市场市市场监管监管监管监管局局局局开展开展开展开展 2019201920192019 年食品安全应急演练年食品安全应急演练年食品安全应急演练年食品安全应急演练    

为进一步提高食品安全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预防、积极应对食品

安全事故，保证公众健康与生命

安全，12月 27日，市市场监管

局组织开展 2019 年食品安全应

急演练，各分局的食品条线分管

领导和一位业务骨干组队参加

了演练。 

此次应急演练采用桌面推

演的方式，通过 16个情景模拟真实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场景，设置 14

个应急问题，要求参加人员在规定时间内解答，考察人员对事件报

告、分级响应、应急处置、舆情应对、响应终止、后期处理等阶段

处置程序的知晓度、熟练度和规范度。 

实践演练见真知，市市场监管局将根据演练考核结果认真总结

经验，查漏补缺，继续加强统筹协调，坚持预防与应急并重，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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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常态结合，组织多层次、多类型、多形式的食品安全突发事件

应急演练，同时督促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健全生

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进一步提高全市食品安全隐患排查和应急处

置能力，确保港城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保税区保税区保税区保税区（（（（金港镇金港镇金港镇金港镇））））人大代表人大代表人大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食品安全工作政协委员视察食品安全工作政协委员视察食品安全工作政协委员视察食品安全工作    

12月 23日，保税区党工委委

员、管委会副主任万资平陪同区

镇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区

镇今年以来的食品安全工作和

“餐桌卫士”民生实事工程建设

情况进行了视察。 

万资平一行先后视察了金港镇健康猪场、崇真中学食堂和今年

由保税区市场监管局新建的保税区食品安全快速检测中心等 3 家单

位，对区镇猪肉质量安全、在校师生用餐情况、食品快检及风险监

测、应急保障等进行了了解。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代表、委员们听取了今年以来区镇的食品

安全工作情况、“餐桌卫士”民生实事工程的建设成果及保税区食品

安全快检中心情况；观看了“食品安全监管云平台”现场演示、“整

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报告片；围绕严格食品主体证照监管、

加强食品抽检和强化农村家宴管理等方面提出了的意见和建议。 

与会代表、委员们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区镇食品安全工作取得

的成绩，认为保税区市场监管局等食安委成员单位在开展食品安全

工作中思路清晰、重点明确、措施扎实、成效显著。会议指出，食

品安全工作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政府对外形象，关系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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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在新的一年工作开展中，要以新时代“三超一争”和“三标

杆-率先”为引领，围绕区镇中心工作，以争当全省、全国食品安全

工作标兵为目标，突出重点、把握关键、凝聚合力，不断提高食品

安全工作水平，切实保障好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乐余镇开展农村家宴达标建设自评乐余镇开展农村家宴达标建设自评乐余镇开展农村家宴达标建设自评乐余镇开展农村家宴达标建设自评    

12月 19日至 24日，乐余镇食安办会同市市场监管局乐余分局

对辖区内永乐家宴、乐丰家宴、震宇生态农庄、连丰农庄、乐江会

所、常丰大礼堂等 6家农村家宴会所的规范化建设情况进行了自评。 

根据《张家港市农村家宴会所规范化建设标准》，检查组从基础

要求、设施设备、服务人员、鼓励项等方面对家宴会所进行了检查

评价。乐江会所作为今年民生实事工程完成会所硬件改造，目前初

评 6 家全部达标。检查发现，大部分农村家宴会所的硬件设施都比

较完善，能根据服务对象和服务需求，按照标准设置；家宴会所食

品安全管理、家宴厨师管理等制度上墙，民间厨师名单公示，会所

专人管理，用餐记录、现场指导等较为规范。 

但是，检查也发现，部分农村家宴会所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在

布局方面，部分会所的加工操作场所布局不符合“生进熟出”原则，

不太合理；管理方面，会所在督促举办主家、承办厨师落实餐具消

毒、食物留样等方面还需加强。下阶段，乐余镇食品安全相关部门

将继续开展农村家宴会所检查，督促相关会所进一步完善日常管理

与设施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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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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丰分局对食品小作坊开展全面南丰分局对食品小作坊开展全面南丰分局对食品小作坊开展全面南丰分局对食品小作坊开展全面““““体检体检体检体检””””    

小作坊里有大民生，关乎着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为进一步推动

食品小作坊产业提档升级、规范发展，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推进

食品小作坊综合治理工作》的要求，市市场监管局南丰分局对辖区

内食品小作坊开展全面“体检”。 

一是全面一是全面一是全面一是全面“把脉把脉把脉把脉”，，，，厘清底厘清底厘清底厘清底

数数数数。。。。通过食安治联网全面摸清辖

区食品小作坊基本情况，确保数

据准确翔实，切实掌握小作坊经

营主体、数量、分布、位置、行

业等信息，建立食品小作坊本底

情况档案，制订“把脉”方案。 

二是实地二是实地二是实地二是实地“诊断诊断诊断诊断”，，，，逐户排摸逐户排摸逐户排摸逐户排摸。。。。分局执法人员对辖区内 11家食品

小作坊进行现场检查，覆盖率 100%。依据《江苏省食品小作坊和食

品摊贩管理条例》，并结合食品小作坊现场监督检查表，对信息公示、

设置布局、进货查验、票据保存等方面进行全面“诊断”，对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开出整改“处方”，要求食品小作坊业主立即整改。检查中

发现，一家食品小作坊已不在营业，及时上报食品安全监管科，做

好后续的注销工作。 

三是定期三是定期三是定期三是定期“复检复检复检复检”，，，，加强监管加强监管加强监管加强监管。。。。根据前期检查结果，分局将对食

品小作坊业主加强培训，查缺补漏，强化过程控制，帮助经营户建

立并保持有效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同时，会对存在问题的食品小作

坊“复检”，提高检查力度，重点管理，监督整改。通过建立完善食品

小作坊长效监管机制，督促食品小作坊业主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促进食品小作坊产业提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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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2012019999 年年年年 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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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份对全市粮食加工品、调味品、蛋制品（再制蛋类）、

水果制品（蜜饯）、方便食品（粉丝）和食用农产品（蔬菜、水产

品、水果类、畜肉、鲜蛋、豆类、生干坚果和籽类食品）等食品品

种及餐具进行了抽检，共抽检 547 批次，合格 540 批次，合格率为

99.72%；本月针对全市小微型餐饮单位的餐具进行了专项抽检，共

抽检 300批次，合格 206批次，合格率为 68.67%；本月对 2019年 9

月抽检不合格的经营单位进行了再次抽检，共抽检 6 批次（食用植

物油 1 批次，水产制品 1 批次，饼干 1 批次，白酒 3 批次），经检

测都合格。 

本月监测共有 7批次食品和 94批次餐具不合格，1批次鳊鱼恩

诺沙星（以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之和计）超标；1批次豇豆克百威超

标；2批次香蕉吡唑醚菌酯超标；3批次黑芝麻酸价超标；94批次餐

具中有 21批次检出阴离子合成洗涤剂残留、83批次检出大肠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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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批次不合格食品和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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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二是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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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信息监测信息监测信息监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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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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月，全市累计共实施市场快

速检测食品 576976批次，均是蔬菜农残快检，检出 1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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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305批

次，合格 171290批次，合格率 99.99%。全市农贸市场共退市、销毁

不合格农产品 2644.6千克。 

 

 

 

 

 

△11月 27日，苏州市市场监管局的现场考评组对开发区辖区内的麦

德龙和百信生广超市两家大型商超进行了农产品溯源体系的现场考

评，考评内容主要围绕证照管理、供应商管理、索证索票、日常监

管检查情况、管理制度、从业人员管理和贮存控制 7 个方面展开。

两家商超顺利通过考评。 

△12 月 3 日凌晨，市市场监管局西城分局对辖区范围内的生鲜猪肉

销售情况进行专项突击检查。检查以辖区内农贸市场供销大户为对

象，重点检查供货商家是否能够提供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动物检

疫合格证明或检疫信息追溯凭证，对未能提供上述证件猪肉一律不

得入市销售。共检查 5 辆冷链车 200 多头猪，均具备有效的合格证

件。 

△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凤凰分局联合镇食品管理科对辖区 22家特殊

食品经营单位（保健食品及母婴店）开展了随机抽查。经查，22 家

工作简讯工作简讯工作简讯工作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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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证照齐全，所经营特殊食品标签、说明书、广告等均合法合规，

保健食品经营单位均设立保健食品经营专柜。但是，个别超市的保

健品专柜管理不够严格，存在酒类保健品未置于保健品专柜，以及

非保健食品与保健食品混放的现象。针对上述问题，分局执法人员

责令单位负责人当场做出整改，并将保健食品的相关知识对工作人

员进行了科普。 

△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各分局利用普法宣传积极开展保健食品防诈

骗宣传活动，在商超、农贸市场、学校通过设置展板、电子屏幕，

发放宣传册，现场解读宣讲等形式，向群众宣传保健食品科学知识、

消费注意事项、常见消费陷阱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内容。 

△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开发区分局结合农贸市场自查评审等日常监

管活动对辖区内的市场屠宰、销售羊肉的经验者分别发放行政提示

书，务求保证人民群众入口肉制品的食品安全。截止 4 日，分局未

在辖区市场上未发现不符合要求的羊肉及其制品出现。 

△12月 12日，常阴沙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对辖区内的小餐饮单位进行

了专项检查。检查组对小餐饮经营单位的证照是否齐全、从业人员

健康证是否在有效期内、是否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制度、三防措施是

否到位等情况进行了重点检查。同时，还对店内所用食材的新鲜度、

食材储存条件、店内环境卫生状况等进行认真检查，对储存管理不

到位等行为进行纠正和规范。 

△12月 12日，塘桥镇食安办走进鹿苑小学，以趣味实验为载体，为

学生们带去了一堂别样的食品安全教育课。本次课程采用讲解原理

和动手实验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介绍食品安全案例，讲解什么是食

品安全、哪些是不安全食品，通过三个生动有趣小实验让学生们更



   

   

张家港食品安全动态                                           2019 年第 12 期 

— 13 — 
 

真切地体会到食品安全的意义，从而进一步树立科学健康的饮食观

念，做到远离“三无”食品及“五毛”食品。 

△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大新分局开展了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行动，

主要查看了猪肉、羊肉胴体是否有验讫印章，是否获得合格证明，

对两证一检货证的匹配情况进行查验核对，是否存在未经正规渠道

采购肉品、采购未经检验检疫和检验检疫不合格肉品的行为。此次

主要检查滨江农贸市场的 4家单位，未发现不合格肉品经营单位。 

△12月 19日，大新镇“文明宣导”项目正式启动，此项目是大新分

局 2020年重点打造的党建活动品牌，分局党支部依托大新镇地区党

建共建平台，在镇文明办牵头下与大新社区、大新城管中队联合组

成“食安大新·消保卫士”城镇精细化管理督导员志愿服务团队开

展区域党建志愿活动，该服务队由大新分局、城管中队党员和大新

社区志愿者约八十余人组成，通过“统一服装、统一培训、统一行

动”对镇区餐饮单位、校园周边商户等方面，开展督导、巡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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