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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9 年张家港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方案》的部署，2019 年 4 月份,市食安办组织对全市饮

料、茶叶制品、薯类及膨化食品、乳制品（液体乳）、粮食加工品（大米、青团）、豆制品（非发酵性豆制

品）和食用农产品（蔬菜、畜肉、水产品、鲜蛋和水果类）等食品品种及餐具进行了抽检。本月共抽检各

类食品 495批次，合格 491批次，合格率为 99.19%；抽检了全市大中型餐饮单位的餐具共 170批次，合

格 148批次，合格率为 87.06%；开展了第一期“你点我检”活动，共抽检 55批次，合格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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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鳊鱼 —— 散称 2019.3.25  （进货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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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μg/kg 实测值：2011μg/kg 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 鲫鱼 —— 散称 2019.3.25  （进货日期）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苏杭时代购物广场 氧氟沙星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5.80μg/kg 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3 河虾 青草巷批发市场水产摊位 107 号（进货） 散称 2019.4.2    （进货日期） 张家港市乐余志洪水产经营部 呋喃西林代谢物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4.57μg/kg 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4 内酯豆腐 江阴市澄记豆食文化有限公司 340g/盒 2019.4.7 张家港市金港镇中兴厚平豆制品摊 苯甲酸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517g/kg 张家港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5 白碗 店内清洗消毒 —— 2019.4.2    （消毒） 张家港市杨舍镇   锅无忌火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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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6 盘 店内清洗消毒 —— 2019.4.1 张家港市杨舍镇虞小爱干焖锅餐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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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布丁杯 店内清洗消毒 —— 2019.4.3 （消毒） 张家港市杨舍镇三只牛水煎肉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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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圆盘 店内清洗消毒 —— 2019.4.2 （消毒） 张家港麦彼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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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9 小碗 店内清洗消毒 —— 2019.4.4 张家港市南丰曹记烩面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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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盘子 店内清洗消毒 —— 2019.4.4 张家港市南丰曹记烩面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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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1 杯 店内清洗消毒 —— 2019.4.3 张家港市南丰江渝火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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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方盘 店内清洗消毒 —— 2019.4.2 （消毒） 张家港市凤凰镇九段香火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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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椭圆盘 店内清洗消毒 —— 2019.4.2 （消毒） 张家港市凤凰镇九段香火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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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4 碗 店内清洗消毒 —— 2019.4.2 （消毒） 张家港市凤凰镇九段香火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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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方盘 店内清洗消毒 —— 2019.4.2 （消毒） 张家港市凤凰镇喜婆婆烧鸡公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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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6 骨碟 店内清洗消毒 —— 2019.4.1 （消毒） 张家港市凤凰镇阿二家常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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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7 碗 店内清洗消毒 —— 2019.4.1 （消毒） 张家港市凤凰镇阿二家常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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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8 骨碟 店内清洗消毒 —— 2019.4.2 （消毒） 张家港市凤凰镇明珠园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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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19 碗 店内清洗消毒 —— 2019.4.2 （消毒） 张家港市凤凰镇明珠园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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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0 调料碗 店内清洗消毒 —— —— 张家港市凤凰镇渔头渔尾火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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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骨碟 店内清洗消毒 —— 2019.4.3 （消毒） 张家港市凤凰镇恬庄古街人家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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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花边碗 店内清洗消毒 —— —— 张家港市凤凰镇格外香快餐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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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水杯 店内清洗消毒 —— —— 张家港市凤凰镇格外香快餐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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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mg/100cm2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4 盘子 店内清洗消毒 —— —— 张家港市凤凰镇格外香快餐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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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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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长盘 店内清洗消毒 —— 2019.4.8   （消毒）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北疆明珠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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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26 摆盘 店内清洗消毒 —— 2019.4.8   （消毒） 张家港市杨舍镇山姆大叔新派休闲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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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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