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张家港食品安全动态张家港食品安全动态张家港食品安全动态张家港食品安全动态 
 

2019年第 9期（总第 174期）                          2019年 9月 27日 

 

导导导导            读读读读    

    

工作视点 

� 张家港市开展秋季学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 张家港市启动实施学校食堂食品安全记分制管理 

工作动态 

� 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生产企业第三方风险排查回头看

检查 

� 经开区（杨舍镇）：“明厨亮灶”为农村家宴保驾护航 

� 凤凰镇开展保健食品进社区宣传活动 

� 市市场监管局开发区分局开展食品生产企业“双随机，一

公开”检查 

� 市市场监管局塘桥分局取缔一家无证月饼加工作坊 

� 市市场监管局乐余分局取缔一家“牙签肉”加工作坊 

监测信息 

◆◆◆◆    2019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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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秋季学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开展秋季学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开展秋季学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开展秋季学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为切实加强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监管，9月 11日起，市市场监管局

联合市教育局、各区镇食安办开

展了秋季学校食品安全专项检

查。 

检查开始前，市市场监管局

组织召开了检查准备会议，进一

步明确了检查重点和检查要求。

此次检查依旧是对全市所有学

校（含托幼机构）食堂的全覆盖检查，重点针对全市各级各类学校、

幼托机构食堂、校内食品经营单位、学校周边食品安全等方面进行

隐患排查，消除潜在风险，同时试行《张家港市学校食堂记分管理

实施方案（试行）》，促进学校食堂落实主体责任，为广大师生饮食

安全保驾护航。 

目前，学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正在进行中。 

 

张家港市启动张家港市启动张家港市启动张家港市启动实施实施实施实施学校学校学校学校食堂食品安全食堂食品安全食堂食品安全食堂食品安全记分记分记分记分制管理制管理制管理制管理    

为进一步提高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工作水平，切实保障广大师生

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日前，张家港市食安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市教育局联合印发《张家港市学校食堂记分管理实施方案（试

行）》。 

工作视点工作视点工作视点工作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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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已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学

校食堂的记分管理工作。采用“驾照式”12分记分制，12个月为一

个记分周期，从每年 7月 1日起至次年 6月 30日止。主要对苏州市

级以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的监督检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单独或与市教育局联合组织的监督检查、各级业务类监督抽检或投

诉举报核查中发现的学校食堂的违法违规行为采取记分。记分管理

的方式能更加公平客观地反映学校食堂管理水平。 

实施方案还明确了相关问题的处理措施，进一步规范学校食堂

食品安全行为，为市场监管部门准确分析行政区域内学校食堂的风

险等级情况，确定重点检查对象，调整监督检查和监督抽检频次提

供有效依据。该方案于 9月开展的 2019年度秋季学校食品安全专项

检查中正式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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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生产企业第三方风险排查开展食品生产企业第三方风险排查开展食品生产企业第三方风险排查开展食品生产企业第三方风险排查    

回头看检查回头看检查回头看检查回头看检查    

9 月 16 日至 9 月 20 日，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食品生

产企业第三方风险排查回头看

检查，重点对 2018 年苏州市第

三方风险排查风险等级为“C”

级的 7家单位以及 2019年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确定的风险等级

工作动态工作动态工作动态工作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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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C”级的 8家单位开展了针对性抽查回头看。检查人员依据《食

品生产企业风险排查要点表》，围绕企业资质保持情况、生产环境条

件和生产过程控制、食品从业人员管理、食品安全事故处理、食品

安全信息追溯等 12项检查项目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了逐项检查。 

从检查情况看，绝大部分企业能根据第三方风险排查报告反映

的问题认真进行了梳理，落实了具体整改措施和报告，完善了相应

的硬件配套设施和操作管理制度，强化了食品安全法律意识。同时，

对检查中还发现存在问题和不足的单位，市市场监管局责令其限期

整改，对限期尚未整改到位或不整改的市市场监管局将严肃依法予

以相应的处理。 

 

经开区经开区经开区经开区（（（（杨舍镇杨舍镇杨舍镇杨舍镇）：）：）：）：““““明厨亮灶明厨亮灶明厨亮灶明厨亮灶””””为农村家宴保驾护航为农村家宴保驾护航为农村家宴保驾护航为农村家宴保驾护航    

近日，经开区（杨舍镇）食安办组织相关部门对前溪锦苑会所、

旺西花苑会所等 7 家便民会所餐厅“明厨亮灶”建设工程进行了现

场验收，提前完成 2019年度区镇便民餐厅“明厨亮灶”工程建设任

务。 

近年来，为加强农村家庭自

办宴席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及时

消除食品安全风险，营造文明用

餐、安全用餐的良好氛围，区镇

食安办积极组织协调各办事处

（街道）持续推进村（社区）集

体聚餐场所“明厨亮灶”工程建设，截止目前区镇共完成 27家便民

会所餐厅“明厨亮灶”工程建设，总投入 25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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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推进便民会所“明厨亮灶”规范化建设、“食安治联”平台

智慧化监管、投保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责任险等一系列举措，为

农村家宴保驾护航，进一步筑牢区镇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防线。 

 

凤凰镇开展保健食品进社区宣传活动凤凰镇开展保健食品进社区宣传活动凤凰镇开展保健食品进社区宣传活动凤凰镇开展保健食品进社区宣传活动    

为科学普及保健食品知识，强化公众理性消费保健品意识，提

高防范意识和识别虚假宣传能力，9 月 10 日，凤凰镇食品管理科在

恬源社区开展“保健食品宣传进社区”活动。 

本次活动主要针对长期在农村居住的居民，特别是老年群体，食

品管理科人员结合实际情况具体讲解互动了一系列保健食品相关知

识。例如，帮助居民学会辨别什么是保健食品，提高防范意识警惕

上当受骗；告知居民不要购买过期的保健品和没有质量合格的保健

品，要认准“蓝帽子”；强调保

健品没有治愈疾病的功能，出现

相关疾病需要到正规医院诊断；

告知居民如何选择符合自己需

求的保健食品；告知居民如果遇

到虚假宣传或者不符合要求的

保 健 品 可 以拨打投 诉电话

12331。与此同时，鼓励大家成为义务宣传员，自觉向身边亲戚好友

科普保健品知识，理性放心消费保健品。最后，分发了印有宣传标

语的小礼品和关于科学认知保健品远离骗局的手册。 

此次活动，有效提高了居民对保健品的科学认知，增强了对保

健品的警惕性和辨别虚假宣传的能力。接下来，凤凰食品管理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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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结合农村情况，进一步开展宣传保健食品，防范虚假宣传的活动，

切实保障居民的食品安全。 

 

市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开发区分局开展食品生产企业开发区分局开展食品生产企业开发区分局开展食品生产企业开发区分局开展食品生产企业““““双随机双随机双随机双随机，，，，

一公开一公开一公开一公开””””检查检查检查检查    

“双随机、一公开”，就是指在监管过程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

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为

加强食品生产企业事中事后监管，开发区分局按照市局要求对辖区

内的四家食品生产企业开展了“双随机”检查工作，全面督促企业

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分局监管人员在常规双随机检查记录内容完成后，专门针对生

产企业的特点，对生产企业的生产环境条件，包括厂区、车间环境，

是否符合卫生规范、厂区和车间附近是否有污染源、厂区卫生间设

置和卫生情况是否符合要求、更衣、洗手、干手、消毒设备、设施，

是否能够满足需要并能正常使用、通风、防尘、照明、存放垃圾和

废弃物等相应设备、设施是否正常运行、洗涤剂、消毒剂等化学品

存放情况，是否有使用记录等进行了详细查看记录。同时也对进货

查验结果，包括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查看索

证索票情况、原料辅料的查验记录，名称批次等信息是否与现场抽

查的原辅料符合、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查阅

相对应的贮存、保管记录和领用出库记录等进行了详细检查。 

从检查情况来看，有部分企业存在记录不全问题，分局工作人

员现场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并要求企业限期整改并提交书面

整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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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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桥分局取缔一家无证月饼加工作坊塘桥分局取缔一家无证月饼加工作坊塘桥分局取缔一家无证月饼加工作坊塘桥分局取缔一家无证月饼加工作坊    

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塘桥分局接到举报线索，周巷村有一户无

照无证加工月饼的作坊，分局执

法人员立即与镇食安办联合行

动，赴现场突击检查。 

到达现场，监管人员发现加

工人员正将月饼装入三轮车，准

备对外送货，墙角有大批存放月饼的塑料筐和木质筐。现场生产加

工区域与日常生活区域没有划分，生活用品和杂物四处堆放；环境

脏乱，装米粉、馅料、食品添加剂等的瓶、罐、袋子杂乱存放；有

几名工人正在现场制作，人员无健康证并且卫生防护不到位；成品

区有较多成品，同时存有未使用的包装袋、包装盒，没有厂名、厂

址、生产日期等任何标识。 

监管人员当场对其涉嫌违法生产的设备、半成品和成品予以查

封，责令加工者立即停止生产，配合后续处置。目前该案正在进一

步的调查处理。 

 

市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乐余乐余乐余乐余分局分局分局分局取缔一家取缔一家取缔一家取缔一家““““牙牙牙牙签肉签肉签肉签肉””””加工作坊加工作坊加工作坊加工作坊    

8月 30日，市市场监管局乐

余分局对位于乐余镇辖区内一

家无证“牙签肉”加工小作坊进

行了取缔。 

7月底，乐余镇乐余村的专

职网格员在日常巡查时发现该



   

   

张家港食品安全动态                                           2019 年第 9 期 

— 8 — 
 

村 14组内的一家出租房内有人加工“牙签肉”，该场所无营业执照、

从业人员无健康证。网格员立即将发现的隐患信息告知镇食安办，

镇食安办接报后立即通知市场监管局监管人员，并一同前往该处进

行现场核实。经检查，该出租房租户张某，安徽人，在租住的房屋

内进行“牙签肉”加工，加工场所与生活区混在一起，加工“牙签

肉”的原料肉类没有保存进货凭证，加工后销售至周边乡镇的烧烤

摊。由于加工环境不符合小作坊的领证条件，监管人员责令其停止

生产，劝其另寻合适场所。 

然而，8月下旬，网格员在巡查中发现其依旧在该处加工制作，

便立即将发现的情况反馈给镇食安办。镇食安办工作人员与分局监

管人员立即前往，现场查见陈某夫妇正在加工制作“牙签肉”。监管

人员对陈某夫妇进行了批评教育，责令其立即停止加工，并没收相

关原材料及半成品，对其作出处罚。 

 

 

 

 

2012012012019999 年年年年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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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份对全市糕点（糕点、月饼）、罐头（水果罐头）、

肉制品、食糖、食用油（煎炸食用过程用油）、可可及焙烤咖啡产

品（焙炒咖啡）、豆制品（非发酵性豆制品）和食用农产品（蔬菜、

水产品、水果类、畜禽肉、鲜蛋）等食品品种进行了抽检，共抽检

460批次，合格 458批次，合格率为 99.57%；本月对 2019年 5月、

6 月抽检不合格的经营单位进行了再次抽检，共抽检 10 批次，其中

监测信息监测信息监测信息监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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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具 5批次，酒类（黄酒）1批次，饮料（矿泉水）2批次，鲜蛋 1

批次，蔬菜（豆芽）1批次，经检测都合格。 

本月监测共有 2批次食品不合格，1批次豆芽均检出 4-氯苯氧乙

酸钠；1批次不合格鸡蛋检出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之和

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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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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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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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月，全市累计共实施市场快速

检测食品 408466批次，均是蔬菜农残快检，检出 1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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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849批

次，合格 118835批次，合格率 99.99%。全市农贸市场共退市、销毁

不合格农产品 2245千克。 

 

 

 

 

 

△9月 1日～11日，市市场监管局锦丰分局开展了冷冻冷藏食品专项

检查，重点检查食品的进货票据是否齐全；国外进口的肉类是否有

工作简讯工作简讯工作简讯工作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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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境检疫合格证明、是否具有中文标签；猪肉是否有肉品品质检

验合格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等。本次行动检查了经营户约 100家，

除个别经营户进货票据不齐全外没有发现问题食品。 

△9月 3日，常阴沙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联合市市场监管局乐余分局对

辖区农贸市场及多家南北货经营店进行了专项检查。此次检查重点

查看商户销售的各类猪肉及猪肉制品的来源、流向以及进货查验记

录等。对检查内容未达要求的，监管人员要求其及时整改，并对商

户进行了宣传教育，督促其落实主体责任，加强自律，严禁采购、

销售无合法来源、未经检验检疫或者不合格的猪肉及猪肉制品。 

△9月 4日，市市场监管局大新分局联合镇建管所、安监办围绕用气

安全、食材购买、索证索票等问题对大新镇区上的汇香源、新香苑、

田园、福华园、天达五家大型餐饮企业进行了突击检查。现场重点

检查了各企业生猪肉的来源、检疫证及索证索票。检查过程中发现

了部分餐饮企业猪肉检疫证未及时索取等问题，监管人员立即要求

企业进行整改。下一步分局将结合日常检查对辖区内餐饮机构进行

全覆盖的食品安全检查，确保“两节”期间群众能吃上放心饭。 

△近日，塘桥镇食安办组织镇食品安全网格员开展“五进”食品安全宣

传活动，向广大群众普及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及科学知识，为构建“政

府监管、企业负责、行业自律、公众参与”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营

造让群众放心满意的食品消费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日，凤凰镇食品管理科组织辖区内大中型超市、大中型餐饮单

位的负责人召开了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知识线上培训会议。会上，对

食品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学习，明确了从业人员培训考核的具体流

程，要求食品经营者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知识培训管理制度，自行组

织食品安全知识培训，自觉履行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法定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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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9 日下午，乐余镇食安办联合市市场监管局乐余分局对辖区

内的民间厨师进行了食品安全知识培训。此次培训围绕预防食品中

毒、规范家宴制作等内容展开，同时还说明了家宴申报流程及注意

事项，提醒民间厨师在国庆黄金周等节日到来之际，要提高食品安

全意识，承办农村家宴要选购新鲜食材，注重操作卫生，严防节日

期间食物中毒等事件的发生。 

△9 月 24 日，食品安全专家组队大新镇新设一家酒类食品生产企业

的申请材料、企业工艺流程、主要工艺设备等进行了现场核查，市

市场监管局大新分局陪同检查。专家组成员发现了 5 项问题并提出

整改要求，对判定结果为通过现场核查存在一些管理瑕疵的情况，

准予申请人在 1 个月内进行整改，确保严格生产条件，保证食品质

量安全。目前该企业已高分通过生产许可现场核查并对核查发现的

问题积极整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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