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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视点 

� 苏州市粮食局督查张家港政策性粮食库存管理及安全生

产工作 

� 张家港市组织开展 2018年食品安全监管人员专题培训 

工作动态 

� 市市场监管局与市公安局召开业务工作对接研讨会 

� “依法防检，放心猪肉进万家”科普宣传活动走进杨舍农

贸市场 

� 经开区（杨舍镇）开展福前区域小微餐饮集中整治 

� 冶金园（锦丰镇）食品（农产品）检测中心顺利完工 

� 市市场监管局塘桥分局查获一起涉嫌添加可能危害人体

健康物质食品案 

� 市市场监管局乐余分局查获一起涉嫌无证生产食品案 

监测信息 

◆◆◆◆    2018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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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gf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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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粮食局督查张家港政策性粮食苏州市粮食局督查张家港政策性粮食苏州市粮食局督查张家港政策性粮食苏州市粮食局督查张家港政策性粮食    

库存管理及安全生产工作库存管理及安全生产工作库存管理及安全生产工作库存管理及安全生产工作    

10 月 9 日，苏州市粮食局成立专项督查组，由陈祖卫副局长带

队，到张家港市开展政策性粮食库存管理及安全生产工作检查。 

督查组按照“四不两直”的方式，随机抽查了张家港市存储政

策性粮食的乘航粮库和沙洲中心粮库。通过实物测量、样品抽检、

账目核对、安全排查等方式，督查组充分肯定了张家港市政策性粮

食管理和安全生产工作，能够严格执行国家政策性粮食收购政策，

粮食库存账实相符、账账相符，安全生产管理比较到位，各种规章

制度、台账资料齐全。同时提出要进一步营造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

加强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改造力度。 

张家港市粮食局葛玉芳副局长表示，对于督查组指出的要求，

一定认真加以改进和落实，在即将到来的秋粮收购期间，重点加强

对民营粮食企业的管理，严格仓储设施、账务登记要求，提前谋划，

为 2019年全国政策性粮食库存数量和质量大清查工作做好准备，确

保全市粮食行业安全稳定无事故。 

 

张家港市组织开展张家港市组织开展张家港市组织开展张家港市组织开展 2018201820182018 年食品安全监管人员专题培训年食品安全监管人员专题培训年食品安全监管人员专题培训年食品安全监管人员专题培训    

为加强我市食品安全监管队伍建设，进一步提升基层食品监管

人员依法行政水平和科学监管能力，结合我市深化省级示范市创建

工作的有关要求，10月 15日至 19日，市食安办在江南大学组织开

展了一期食品安全管理专题培训，市食安委成员单位分管领导，职

能科室负责人，区镇食安办主任，市场监管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及业

务骨干共计 50余人参加此次培训。 

工作视点工作视点工作视点工作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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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食安办副主任陆翠珍作开班动员讲话，要求大家一是立足实

际，提高新认识；二是把握关键，实现新提高；三是严明纪律，确

保新实效。本次培训邀请了

江南大学多位教授进行授

课，课程涵盖基础知识、风

险分析、应急处理、监管实

务等多方面内容，并进行了

阳光厨房、食品生产企业的

现场参观教学。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培训课程满足了

监管人员不同的工作需求，

帮助大家增加了食品安全相关知识储备量，拓宽了食品安全监管工

作思路。学员们纷纷表示要把学到的知识、技能落实到工作中，提

高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为提升全市食品安全水平贡献自己的力量。 

 

 

 

    

市市场监管局与市公安局召开业务工作对接研讨会市市场监管局与市公安局召开业务工作对接研讨会市市场监管局与市公安局召开业务工作对接研讨会市市场监管局与市公安局召开业务工作对接研讨会    

10 月 10 日上午，市市场监管局与市公安局召开业务工作对接研

讨会。市市场监管局介绍了

近年来双方协作办案以及行

刑衔接的基本情况。双方就

协作办案的实务问题进行了

交流，讨论了工作中好的做

法以及需要完善的地方，并

就双方协作办案提出了中肯

的建议和意见。 

工作动态工作动态工作动态工作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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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01年 5月，国务院就提出“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衔

接，建立信息共享、沟通便捷、防范有力、查处及时的打击犯罪的

协作机制”，特别在食品监管方面，“行刑衔接”机制为加强市场维序、

整饬市场秩序提供了强力保障。 

2018年，市市场监管局继续加大对食品领域违法案件查处力度，

强化刑事衔接，完善落实跨部门的案件协查协调联动机制。对日常

监管中发现的、市民投诉举报和媒体舆情反映的食品案件线索，加

大排查力度，集中执法力量，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

为。截至目前，查处食品违法案件 363起，罚没金额 245余万元，8

起案件已移送公安机关。通过平时的动真碰硬、防微杜渐，把我市

食品安全的防线建筑得更加牢固。 

 

““““依法防检依法防检依法防检依法防检，，，，放心猪肉进万家放心猪肉进万家放心猪肉进万家放心猪肉进万家””””科普宣传活动科普宣传活动科普宣传活动科普宣传活动    

走进杨舍农贸市场走进杨舍农贸市场走进杨舍农贸市场走进杨舍农贸市场    

近期，随着非洲猪瘟的严峻形势，群众尤其关心能否吃上放心

肉。为此，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志愿者服务队专门开展了一次“依法

防检，放心猪肉进万家”科普宣传活动，针对性地向群众开展宣传。 

10月 13日一早，志愿者便来到杨舍镇港新农贸市场。活动刚开

始，就吸引了许多早起买菜买肉的市民。大家看到拉起的横幅，纷

纷走过来咨询：“我们正担

心呢，张家港市面上的猪肉

还能放心吃吗？”“猪肉都

经过政府严格检疫过的

吧？”当志愿者详细讲解了

猪肉检疫及上市的流程后，

大爷大妈都表示终于可以

放心了。同时，志愿者还向

大家宣传了如何发现、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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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处理、控制和预防高致病性禽流感，如何选择合适的牛奶、正

确保存和饮用牛奶等，引导大家选择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 

此次活动共发放资料 100余份，接受咨询 30余人次。群众纷纷

表示，应该定期组织此类活动，及时将科学知识向大家传达，消除

大家疑虑。 

 

经开区经开区经开区经开区（（（（杨舍镇杨舍镇杨舍镇杨舍镇））））开展福前区域小微餐饮集中整治开展福前区域小微餐饮集中整治开展福前区域小微餐饮集中整治开展福前区域小微餐饮集中整治    

为认真落实市政府办《张家港市小微餐饮报告积分管理实施方

案》，促进小微餐饮诚信经营，降低食品安全风险，保障广大群众饮

食安全，近期，经开区（杨舍镇）食安办联合市市场监管东城分局

等部门，对福前村永协六、七组无证小微餐饮开展了集中整治。 

一一一一、、、、实施上下联动实施上下联动实施上下联动实施上下联动。。。。通过前期摸排，该区域共有 32 户无证照小

餐饮，大部分集中于城乡结合部，且夜间集聚在大学城周边频繁活

动，部分小餐饮卫生条件较差，食品安全隐患较大。区镇农村工作

局专题召开会商会，组织食安办东莱办事处、福前村，联合市场监

管东城分局、城管等部门联动整治。二、坚持疏堵结合坚持疏堵结合坚持疏堵结合坚持疏堵结合。。。。在专项整

治工作中，采取疏堵结合的方式，淘汰关停一批问题较为严重的小

餐饮，把更多精力放在帮助经营户做好整改。对 4家经营条件较好

有固定场所的小餐饮，东城分局从后厨布局到联系餐厨废弃物收运，

从消防安全到油烟排放深入现场指导改造，逐条逐项帮助小餐饮店

达到示范要求。对整改后达不到许可要求的实施备案管理。三、强强强强

化日常监管化日常监管化日常监管化日常监管。。。。坚持“减少存量、严控增量、加强监管、信用约束”

的原则，开展日常巡查，加大监管力度，提升小餐饮行业发展水平，

助推乡村振兴。截止目前，已取缔 10家无证小微餐饮，计划整改 4

家。 

下阶段，经开区（杨舍镇）将结合美丽村庄建设，继续主动出

击，加大整治力度，取缔剩余 18家无证小微餐饮，跟踪推进 4家小

微餐饮的改造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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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园冶金园冶金园冶金园（（（（锦丰镇锦丰镇锦丰镇锦丰镇））））食品食品食品食品（（（（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农产品））））检测中心顺利完工检测中心顺利完工检测中心顺利完工检测中心顺利完工    

为进一步提高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和保障水平，提升人民群众食

品消费满意度，今年，冶金工业园（锦丰镇）在市市场监管局的大

力支持下，以政府民生实事

项目为抓手，打造乡镇食品

（农产品）检测中心。 

市、镇两级领导高度重

视食品（农产品）检测中心

的建设工作，多次召开会

议、听取报告、现场指导，

督促此项民生实事项目的

落实。镇食安办按照时序进

度扎实推进实验室建设，做到全程跟踪督促。 

该实验室基础面积近 120 平米，检测中心配有农残检测仪、食

用油品质检测仪、食用动物源成分检测等设备。可提供二氧化硫，

农药残留，瘦肉精等将近 30类项目的检测，满足理化检测、微生物

检测等食品检测需要。目前，检测室仪器及设备已经配备齐全，园

（镇）食安办工作人员正认真练习基本实验操作，掌握仪器使用方

法，熟悉基本实验步骤，同时积极查找检测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

足，促进自身食品安全检测水平的不断提升。检测室即将投入使用，

届时可以基本满足多类食品检测的需要，有效提升全市食品安全水

平，为全市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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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场监管局塘桥分局查获一起涉嫌添加可能危害人体市市场监管局塘桥分局查获一起涉嫌添加可能危害人体市市场监管局塘桥分局查获一起涉嫌添加可能危害人体市市场监管局塘桥分局查获一起涉嫌添加可能危害人体

健康物质食品案健康物质食品案健康物质食品案健康物质食品案    

2018年 10月 16日上午，市市场监管局塘桥分局联合公安机关

对分局辖区内某鸭血粉丝餐饮店进行了突击检查。该单位位于塘桥

镇一纺织厂附近。根据执法人员掌握的线索情况，该店可能存在向

食品中添加危害人体健康

物质的问题。 

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后

立即对该店正在制售的鸭

血粉丝汤料进行罂粟测试

剂检测，结果为阳性。执法

人员随即对该店的食品原

料状况进行了检查，在食品

仓库内发现了一包罂粟壳

干。经现场清点，上述罂粟壳干共有 34颗，执法人员当场对上述物

品进行了扣押。 

面对证据，该店经营者陈某当场向执法人员承认了在鸭血粉丝

汤料里添加罂粟壳的违法事实。目前，该餐饮店因涉嫌生产经营添

加了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已被立案调查，案件目前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市市场监管局乐余分局查获一起涉嫌无证生产食品案市市场监管局乐余分局查获一起涉嫌无证生产食品案市市场监管局乐余分局查获一起涉嫌无证生产食品案市市场监管局乐余分局查获一起涉嫌无证生产食品案    

近日，市市场监管局乐余分局接到群众举报，反映乐余镇红星

村某处存在一家食品加工厂涉嫌无证生产鸡蛋卷。分局接诉人员根

据地址和特征，回忆起早在 6月的日常巡查工作中有检查到该场所，

当时生产车间大门紧闭，机器设备没有运转声，现场没有操作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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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人员因联系不上经营者就通过房东告诫经营者未领取相关许可

证前不得生产食品。 

接报后，分局执法便衣队于 10月 12日又对上述场所进行侦查，

仍未发现机器轰鸣声的生产迹象，故推测该厂可能白天停工、晚上

生产。经过便衣队连续两晚的蹲点，终于在 2018年 10月 16日晚上

八点，捕捉到了厂区轰鸣的机器声。执法人员随即开展突击检查。 

现场检查发现三名操作工人未领取健康证明、未穿戴洁净的工

作衣帽，直接接触食品原料和成品，从事鲜鸡蛋卷的生产加工。而

原料未离地堆放，地面污秽不堪，苍蝇乱飞无防蝇、防虫、防鼠设

施等问题层出不穷，更夸张地是包装好的成品上标注的生产日期居

然是 2018年 10月 17日。经调查得知，经营者林某之前在张家港市

塘桥镇开设了一家生产鸡蛋卷的食品厂，后因故关停，并于 4月将

生产设备搬至了乐余镇红星村。因为生产地址发生变化后需要重新

审证，林某嫌程序繁杂且外包的费用较高，就想出了“简易装修、马

上投产；白天停工、晚上生产”的主意，错开行政单位的上班时间，

来逃避检查。 

执法人员根据《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查封了违法经营场

所以及 16箱成品，责令林某立即停止违法经营行为，并对其违法行

为立案调查，案件目前正在办理中。 

 

 

 

 

2012012012018888 年年年年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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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9月份我市对粮食加工品（挂面、生湿面制品）、糕点

（糕点、月饼）、肉制品（酱卤肉制品、调理肉制品）、水果制品

（果酱、蜜饯）、水产制品（生食水产品）、蜂产品和食用农产品

（蔬菜、畜禽肉及副产品、水产品、水果类、鲜蛋）等食品品种进

监测信息监测信息监测信息监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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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抽检监测。本月共抽检各类食品 452 批次，合格 442 批次，合

格率为 97.79%。 

本月监测共有 10批次食品不合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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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批次不合格食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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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9 月，全市累计共实施市场快速

检测食品 583481批次，均是蔬菜农残快检，检出 1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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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734批

次，合格 82724批次，合格率 99.98%。全市农贸市场共退市、销毁

不合格农产品 11.6095吨。 

 

 

 

 

 

△为进一步规范豆制品小作坊生产经营，加强食品小作坊安全

监管，积极贯彻落实《苏州市创建百家食品小作坊示范点实施方案》，

近期，凤凰镇食安办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凤凰分局积极指导整体环境

及管理较好的两家豆制品厂，争创苏州示范小作坊，以点带面，引

导推动辖区食品小作坊健康规范发展。 

工作简讯工作简讯工作简讯工作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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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8 日，南丰镇食安办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南丰分局在南丰

小学永联校区开展了以“关注食品安全，远离垃圾食品”为主题的

食品安全讲座活动。讲座侧重于十大垃圾食品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

危害，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帮助广大学生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和生

活习惯。 

△9 月 28 日，乐余镇食安办联合乐余社区、乐海社区开展了食

品安全进社区活动，邀请食品安全专家对辖区内社区居民进行食品

安全饮食健康培训，共计 100 位居民参加了活动。食安专家从食品

标签的“小秘密”、食物中毒的小常识、保健食品“十大骗术”等三

个方面，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社区居民讲解了贴近生活的食品安全

常识，提醒大家要理智消费、科学消费。 

△10 月 8 日下午，经开区（杨舍镇）食安办组织召开区镇三季

度食品安全工作例会。各办事处（街道）职能科室负责人、区镇城

管爱卫办、环保办、综治办等科室负责人、市场监管局杨舍三家分

局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参加了本次会议。会上，区镇食安办总结了

前期食品安全工作情况，部署了下阶段食品安全工作重点。会议要

求各部门、各片区结合暗访发现问题和食品安全区镇达标评估要求，

对存在问题及时整改，提高责任意识，落实工作措施。 

△10月 12日下午，市粮食局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市物价局、市

粮食质量监测站在杨舍镇七里庙社区组织开展“世界粮食日”暨“放

心粮油进社区”活动，润众大米、鸿珠大米、朗朗上口菜籽油等地

产粮油品牌在现场进行参展促销活动。本次活动吸引了社区及周边

居民近千名，较好地发挥了宣传引导作用，有力推动了张家港市“放

心粮油工程”建设。 

△10月 24日下午，乐余镇食安办联合市市场监管局乐余分局对

辖区内的食品摊贩召开了备案管理会议。会议结合前期检查情况，

就操作加工过程、食品来源、信息公示等向食品摊贩进行规范要求，

要求其履行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义务，守法经营、诚信经营。镇食

安办就食品摊贩备案的要求与程序向食品摊贩经营者进行了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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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参会的食品摊贩经营者进行了备案公示的申请登记，并签订

了食品安全责任承诺书。 

△近期，市市场监管局大新分局根据前期摸底情况，对辖区内

冷藏冷冻经营单位开展了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此次阶段性检查共查

冷库 7 间、滨江商贸广场周边餐饮经营单位 5 家，重点检查经营户

证照情况、冷藏冷冻食品进货渠道、质量安全证明、食品外包装、

食品出入库记录等情况。对部分存在问题的单位，执法人员当场提

出整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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