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年年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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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份,我市对全市薯类及膨化

食品、饮料、调味品（酱油）、粮食加工品(大米、小麦粉、挂面、谷物粉类制成品)、食用油（食用植物

油）、肉制品（酱卤肉制品）、豆制品（非发酵性豆制品）、速冻食品（速冻水产制品）、餐饮食品（自制熟

食、自制发酵面制品）和食用农产品（蔬菜、水产品、畜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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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批次，合格 681批次，合格率为 97.01%；抽检餐具 346批次，合格 302批

次，合格率为 87.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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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卤香鸡爪 （酱卤肉制品） 江苏天恩食品有限公司 30g/袋 20180503 张家港市凤凰吉麦隆百货超市 山梨酸 标准值：≤0.075g/kg 实测值：0.148g/kg 江苏省理化测试中心 
2 美味锅巴（含油性膨化食品） 南京状元食品有限公司 150克/袋 2018-04-20 张家港市大新苏杭时代超市 菌落总数 标准值：n=5，n=2 m=10000CFU/g M=100000CFU/g 实测值： m1=43000CFU/g m2=34000CFU/g m3=47000CFU/g m4=33000CFU/g m5=70000CFU/g 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3 老豆腐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 杨玲芳豆制品摊 散装 2018.7.3 江苏七欣天餐饮管理连锁有限公司张家港杨舍店 苯甲酸 标准值：不得使用 检测值：0.388g/kg 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4 豆腐 他人配送（13921958959） 散装 2018.7.17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顺禾兴小城故事欢聚餐厅 山梨酸 标准值：不得使用 检测值：0.195g/kg 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5 冻豆腐 西张农贸市场 散装 20180721 张家港市凤凰镇西张老凤凰石锅鱼店 苯甲酸 标准值：不得使用 检测值：0.599g/kg 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6 老豆腐 总部配送 散装 2018.7.25 张家港市凤凰镇我爱我家农家菜馆 苯甲酸 标准值：不得使用 检测值：0.694g/kg 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7 豆腐 —— 散称 ——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鑫安火锅店 苯甲酸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105g/kg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 （上海）有限公司 8 豆腐 —— 散装 2018.07.11 王宏翠（金港粮油农副产品大市场） 苯甲酸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127g/kg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 （上海）有限公司 9 鸡蛋 —— 散装称重 2018.7.20 （购进）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豫味美食店 氟苯尼考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25μg/kg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0 鸡蛋 —— 散装称重 2018.7.23 （购进）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彼岸铁板烧店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4.00μg/kg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1 鲈鱼 —— 散称 2018.7.9 张家港市乐余洪明 水产品摊 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 标准值：≤100μg/kg 实测值：441μg/kg 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培氟沙星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8.69μg/kg 12 罗氏虾 —— 散称 2018.7.6 锦丰新天地徐卫平摊位 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 标准值：≤100μg/kg 实测值：434μg/kg 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3 黑鱼 —— 散称 —— 张家港市金港镇口福居老北京涮锅店 氧氟沙星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4.2μg/kg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14 黑鱼 —— 散称 ——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全国酸菜鱼店 氧氟沙星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24.5μg/kg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15 豆芽 —— 散装称重 2018.7.23 （购进）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 一块七餐厅 4-氯苯氧乙酸钠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490mg/kg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6 黄豆芽 —— 散装称重 2018.7.23 （购进） 张家港市杨舍镇大翼火锅店 4-氯苯氧乙酸钠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261mg/kg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7 黄豆芽 —— 散装称重 2018.7.20 （购进日期）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码头冒菜馆 4-氯苯氧乙酸钠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3.44mg/kg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8 豆芽 —— 散装称重 2018.7.19 （购进日期）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金山城火锅店 4-氯苯氧乙酸钠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2.59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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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散装称重 2018.7.20 （购进日期）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和味家烤肉店 4-氯苯氧乙酸钠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4.17mg/kg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0 豆芽 —— 散装称重 2018.7.19 （购进日期） 张家港市锦丰镇美味源烧鸡公饭店 4-氯苯氧乙酸钠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836mg/kg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1 豆芽 —— 散称 —— 张家港市金港镇口福居老北京涮锅店 4-氯苯氧乙酸钠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37mg/kg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22 碗 江阴市华士华洁餐具清洁服务部 —— 20180707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常想来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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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碟 江阴市华士华洁餐具清洁服务部 —— 20180707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常想来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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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杯子 —— —— 20180711 （消毒日期）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和味家烤肉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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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碟 —— —— —— 张家港市杨舍镇胡记小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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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碗 —— —— ——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晓娟大盘鸡烩面小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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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浅圆盘 —— —— ——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晓娟大盘鸡烩面小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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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小长盘 —— —— ——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如意菜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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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铁盘子 —— —— —— 张家港市南丰玉熙 早餐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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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长盘子 —— —— —— 张家港市南丰玉熙 早餐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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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31 方盘子 —— —— —— 张家港市南丰玉熙 早餐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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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32 杯子 —— —— 20180718 （消毒日期） 张家港市塘桥千度 香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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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圆盘 —— —— —— 张家港市塘市德利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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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盘 1 —— —— —— 张家港市杨舍开发区红盒子快餐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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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35 盘 2 —— —— —— 张家港市杨舍开发区红盒子快餐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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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36 餐盒    张家港市金诺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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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白盘 —— —— —— 张家港中心医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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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圆盘 —— —— 2018.7.19 （消毒日期） 张家港中心医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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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方盘 —— —— 20180719 （消毒日期） 张家港中心医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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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盘子 1 —— —— —— 张家港市博爱医院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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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盘子 2 —— —— —— 张家港市博爱医院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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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42 花碗 —— —— 2018.7.23 （消毒日期） 张家港市澳洋顺康 医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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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餐盘 —— —— 2018.7.23 （消毒日期） 张家港市澳洋顺康医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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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搪瓷盆 2 —— —— 2018.7.23 （消毒日期） 张家港乘航医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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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餐盘 2 —— —— —— 张家港合兴医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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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不锈钢餐盘 1 —— —— —— 张家港市锦丰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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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碗 1 —— —— —— 张家港市凤凰镇敬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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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碗 1 —— —— —— 张家港市大新镇祥和老年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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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碗 2 —— —— —— 张家港市大新镇祥和老年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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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盘 2 —— —— —— 张家港市大新镇祥和老年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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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51 汤碗 —— —— —— 张家港市乐余镇社会福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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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餐盘 1 —— —— —— 张家港市常阴沙医院有限公司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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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53 餐盘 2 —— —— —— 张家港市常阴沙医院有限公司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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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54 碗 2 —— —— —— 张家港市常阴沙医院有限公司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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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55 黑碗 —— —— —— 张家港广和中西结合医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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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mg/10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56 碟子 —— —— —— 张家港广和中西结合医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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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57 平碟子 —— —— —— 张家港广和中西结合医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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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mg/10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58 不锈钢盆 —— —— —— 金港镇德积馨红苑托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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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饭碗 —— —— —— 金港镇德积馨红苑托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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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白不锈钢碗 —— —— —— 金港镇德积馨红苑托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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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不锈钢盘 —— —— —— 金港镇德积馨红苑托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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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mg/10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62 小碗 —— —— —— 金港镇德积馨红苑托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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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mg/10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63 骨碟 —— —— —— 张家港市金港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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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mg/10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64 餐盘 —— —— —— 张家港市金港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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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mg/100cm2 英格尔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65 汤碗 —— —— —— 张家港市金港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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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张 家 港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2018年 9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