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年年年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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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份,市食安办组织对全市粮

食加工品（大米、谷物加工品、谷物碾磨加工品）、方便食品（调味面制品）、饼干、糖果制品、酒类（白

酒、黄酒）、调味品（自制火锅调味料、味精、料酒）、食用油（食用植物油）和食用农产品（蔬菜、畜禽

肉及副产品、水产品、水果类、鲜蛋）等食品品种及餐具进行了抽检。本月共抽检各类食品 480批次，合

格 470批次，合格率为 97.92%（1批次不合格食品正在复检中）；针对全市学校食堂的餐具进行了专项抽

检，共抽检 311批次，合格 275批次，合格率为 88.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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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薯我第 1 （调味面制品） 武陟县志鹏食品厂 20克/袋 20180612 张家港市凤凰镇西张金典文具总汇 酸价（KOH） 标准值：≤3mg/g 实测值：17mg/g 张家港市检验检测中心 2 苏培生态草鸡蛋 苏州苏培农产品有限公司 12枚/盒 2018.9.12 张家港市大新苏杭 时代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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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μg/kg 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3 散养土鸡蛋 苏州苏培农产品有限公司 15枚/盒 2018.9.12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苏杭时代购物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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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μg/kg 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4 草鸡蛋 东台民富禽业发展有限公司 15枚/盒 2018.9.15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苏杭时代购物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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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6μg/kg 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5 散养草鸡蛋 江阴市新城东黄桥禽蛋店（供货商） 散称 2018.9.26 张家港市杨舍镇源品佳生鲜超市 氧氟沙星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54.1g/kg 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6 鸡蛋 张家港南里香园贸易有限公司（供货商） 散装称重 2018.10.9 （购进）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旺角小馆港式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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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μg/kg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7 洋鸡蛋 杨舍镇东莱郦垚商行（供货商） 散称 2018.9.4 （购进日期） 张家港市港区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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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μg/kg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8 淡水虾 江阴水产批发市场（供货商） 散称 2018.10.8 张家港市金港镇中兴冯彩平水产摊 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 标准值：≤100μg/kg 实测值：426μg/kg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沙星之和计） 9 鳊鱼 张家港市锦丰镇丁大水产批发部（水产交易区 B005 号） 散称 2018.10.11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陆云水产品摊位 培氟沙星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5.98μg/kg 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0 餐盘 —— —— —— 江苏省张家港中等专业学校（三食堂）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8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1 餐碗 —— —— —— 张家港市暨阳高级中学（二楼食堂）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2 餐盘 —— —— —— 张家港市高级中学（第一食堂）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3 小锈钢小碗 —— —— —— 张家港市外国语学校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7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4 菜盆 1 —— —— —— 张家港市塘桥镇   鹿苑中学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6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5 菜盆 2 —— —— —— 张家港市塘桥镇   鹿苑中学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1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6 碗 —— —— 2018.9.12 （消毒日期） 张家港市合兴初级中学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1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7 碗 —— —— —— 张家港市白鹿小学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36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8 餐盘 —— —— —— 张家港市云盘小学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2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9 餐盘子 —— —— —— 张家港市梁丰小学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2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0 餐盘 1 —— —— —— 张家港市城北小学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5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1 餐盘 2 —— —— —— 张家港市城北小学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0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2 不锈钢碗 —— —— 2018.9.28  （消毒） 张家港市乘航小学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1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3 碗 —— —— 2018.9.13 （消毒日期） 张家港市锦丰中心小学（东校区）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1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4 小碗 1 —— —— —— 张家港市阳光学校 巨桥分校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5 小碗 2 —— —— —— 张家港市阳光学校 巨桥分校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6 餐盘 —— —— 20180921    （消毒日期） 张家港市南丰幼儿园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4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7 碗 1 —— —— 20180914   （消毒日期） 张家港市塘桥中心幼儿园南园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2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8 碗 2 —— —— 20180914   （消毒日期） 张家港市塘桥中心幼儿园南园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2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9 不锈钢小碗 —— —— —— 张家港市城北小学斜桥分校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1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30 勺子 —— —— 2018.9.6 （加工日期） 张家港市彩虹幼儿园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9mg/10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31 汤碗 —— —— 2018.9.5 （加工日期） 张家港市学田幼儿园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7mg/10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32 勺子 —— —— 2018.9.6 （加工日期） 张家港市崇真幼儿园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4mg/10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33 勺子 —— —— 2018.9.5 （加工日期） 张家港市金港中心 幼儿园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9mg/10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34 汤碗 —— —— 2018.9.4 （加工日期） 张家港市苏阳•小博士幼儿园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2mg/10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35 汤碗 —— —— 2018.9.4 （加工日期） 张家港市维多亚幼儿园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8mg/10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36 餐盘 —— —— 2018.9.4 （加工日期） 张家港市中兴小学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7mg/10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37 汤碗 —— —— 2018.9.4 （加工日期） 张家港市中兴小学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9mg/10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38 餐盘 —— —— 2018.9.4 （加工日期） 张家港市金港中心小学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39 汤碗 —— —— 2018.9.4 （加工日期） 张家港市金港中心小学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40 餐盘 —— —— 2018.9.4 （加工日期） 张家港市新塍小学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41 汤碗 —— —— 2018.9.4 （加工日期） 张家港市新塍小学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8mg/10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42 餐盘 —— —— 2018.9.3 （加工日期） 张家港市后塍学校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7mg/10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43 汤碗 —— —— 2018.9.3 （加工日期） 张家港市后塍学校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1mg/10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44 汤碗 —— —— 2018.9.3 （加工日期） 张家港市崇真中学（一楼食堂）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8mg/10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45 餐盘 —— —— 2018.9.3 （加工日期） 张家港市南沙小学食堂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2mg/10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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