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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视点 

� 张家港市食品检验员再获苏州市食品生产行业检验工职

业技能竞赛综合第一名 

� 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安全检查员流通环节实务培训 

工作动态 

� 张家港市开展放心粮油店半年度考核 

� 张家港市启用餐饮监管移动执法系统 

� 市市场监管局开展夏季散装食品专项检查 

� 保税区（金港镇）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小微餐饮报告积分管

理工作 

� 经开区（杨舍镇）积极开展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建设区镇达

标评估宣传工作 

� 乐余镇人大代表督查食品安全工作 

监测信息 

◆◆◆◆    2018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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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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食品检验员再获苏州市食品生产行业检验工张家港市食品检验员再获苏州市食品生产行业检验工张家港市食品检验员再获苏州市食品生产行业检验工张家港市食品检验员再获苏州市食品生产行业检验工    

职业技能竞赛综合第一名职业技能竞赛综合第一名职业技能竞赛综合第一名职业技能竞赛综合第一名    

捷报传来，我市中粮东海粮油工业（张家港）有限公司检验员张

志在苏州市 2018 年食品生

产行业检验工职业技能竞

赛中获得综合成绩第一名

和理化实践操作单项第一

名。江苏梁丰食品集团有限

公司检验员朱玉英获得理

化实践操作单项第二名。该

项赛事自 2016 年开赛以来

已举办三届，我市选手已累计获得两个综合第一名，一个综合第二

名，在苏州名列前茅。 

赛事的举办是为了提高食品生产行业职业技能水平和整体素

质，重视、支持、激励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强化落实企业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培育“工匠精神”，营造“匠心文化”，同时为兢兢业业、默

默无闻工作的食品检验员创造一个展示技能的舞台和交流学习的机

会。竞赛比拼项目包括食品检验理论笔试、理化实践操作和微生物

检验实践操作，是对食品检验员全面水平的考核，只有理论基础扎

实、实践操作经验丰富的检验员才能从决赛 50余名选手中脱颖而出。 

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张家港保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高度

重视此项赛事，积极发动我市食品检验工参赛，做好参赛组织和培

训指导。通过三年的竞赛活动，筛选出了我市食品生产行业优秀的

检验员，在整个检验员队伍中树立了模范，形成比学赶超的互学共

进氛围，为我市食品出厂检验把关筑起牢固的防火墙。 

工作视点工作视点工作视点工作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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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食药监局将对获得优秀成绩的选手进行表彰奖励，进一

步提升检验工职业荣誉感和学习热情。 

 

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安全检查员流通环节实务培训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安全检查员流通环节实务培训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安全检查员流通环节实务培训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安全检查员流通环节实务培训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市食品安全监管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提高我市食品安全监管能力水平，8 月 23 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

织开展了食品安全检查员

流通环节实务培训。本次培

训采取理论+实战的方式，

50 多位食品安全检查员参

加了培训。 

首先进行理论知识的

培训。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陆翠珍作开班动员，要求检

查员们要有自豪感、使命感、成就感，认真对待此每次培训。锦丰

分局副局长马海兵结合多年一线工作经验，对食品销售许可管理、

食品流通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进行解读。 

下午，培训班前往青草巷批发市场进行分组检查，巩固理论知识，

强化培训内容的操作性。检查员们仔细核查食品存储及摆放标准、

食品标签明细及食品制售

区人员操作规范与健康证

明等，详细了解青草巷食品

安全卫生状况。检查发现，

部分单位销售食品包装袋

标识不全、外包装和产品不

符，销售货架上过期食品

等，检查员立即开展现场调

查，向问题商家出具执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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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查封扣押问题食品。检查结束后，各小组进行了讨论，形成经

验小结。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单位，后期将组织复查。 

下一步，市市场监管局将继续开展培训工作，组织检查员们进

行餐饮环节的实战强化训练。 

 

 

 

    

张家港张家港张家港张家港市市市市开展放心粮油店半年度考核开展放心粮油店半年度考核开展放心粮油店半年度考核开展放心粮油店半年度考核    

为推进放心粮油工程建设，加强联合监管，规范经营秩序，提

高服务水平，7月 25 日至 27日，张家港市粮食局会同市市场监管局、

物价局对全市放心粮油店（柜）进行 2018半年度检查考核。考核内

容主要是各粮油店（柜）规章制度执行情况及粮油经销情况；各区

镇日常管理情况及创建任

务落实情况。检查组实地

检查了全市 40家放心粮油

店（柜），按照考核奖惩细

则逐个进行考核打分，并

制作检查情况告知书，告

知书一式三份，检查组和

被查单位各一份，所在区

镇备案一份，要求存在问题的单位限期整改并将整改情况按期报送

市粮食局。 

为进一步健全粮食安全保障体系，2017 年 6 月，张家港市政府

办公室印发了《关于推进放心粮油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落实粮食

安全责任制，完善放心粮油供应网络，至“十三五”末，全市将建成“放

心粮油店（柜）”50 家。全市放心粮油店（柜）实行统一挂牌服务，

加强联合监督检查，规范经营管理秩序，确保放心粮油产品质量抽

工作动态工作动态工作动态工作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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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合格率达到 100%。努力把“放心粮油店（柜）”打造成了粮油经营

者诚信经营的示范店、消费者食品消费的放心店、政府应对突发事

件的粮油应急保供店，充分发挥“放心粮油店（柜）”的示范作用，引

领全社会粮油经营者诚信守法经营，促进粮油市场健康发展。 

 

张家港市启用张家港市启用张家港市启用张家港市启用餐饮监管移动执法餐饮监管移动执法餐饮监管移动执法餐饮监管移动执法系统系统系统系统    

为创新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方式，提高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

管质量和效率，今年以来，市市场监管局加强信息化建设，开始启

用“智慧监管”现代化移动执法系统，成为苏州市内率先利用网络

监管平台开展移动执法的县级局。 

一一一一、、、、加大经费投入加大经费投入加大经费投入加大经费投入，，，，构建构建构建构建

移动执法平台移动执法平台移动执法平台移动执法平台。。。。 

市市场监管局积极推

进智慧监管平台建设，开发

了餐饮监管移动执法系统。

执法人员在现场根据手机

APP 中的监督检查通用规

程逐项进行检查，系统会自动生成监督执法文书，借助蓝牙打印机

实现现场打印。5月起，移动执法智能终端已全面投入应用。截至目

前，餐饮日常监管检查记录2474条，执法数据信息化率达到了32.4%。 

二二二二、、、、缩短监管时间缩短监管时间缩短监管时间缩短监管时间，，，，提高餐饮监管效率提高餐饮监管效率提高餐饮监管效率提高餐饮监管效率。。。。 

据市市场监管局调研数据显示，餐饮监管移动执法系统的使用，

缩短了现场检查文书的时间，大大提高了检查效率；同时，在食安

治联平台上，可以直接查看被查餐饮单位的日常经营情况、量化等

级评定情况、有没有接受过查处、有没有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等等，

并随时更新数据。 

三三三三、、、、覆盖检查全方位覆盖检查全方位覆盖检查全方位覆盖检查全方位，，，，严防食品安全风险严防食品安全风险严防食品安全风险严防食品安全风险。。。。 



   

   

张家港食品安全动态                                            2018 年第 8 期 

— 6 — 
 

通过移动执法智能终端，执法人员不但能现场打印文书、采集

信息，还能对检查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快速查询。移动执法终端的

使用便于统计工作情况，帮助及时发现餐饮单位存在的食品安全隐

患及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实现违法行为“发现在初始，解决

在萌芽”，确保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 

四四四四、、、、创新互联网监管创新互联网监管创新互联网监管创新互联网监管，，，，形成社会共治格局形成社会共治格局形成社会共治格局形成社会共治格局。。。。 

以“互联网+”为手段，整合日常检查、专项检查等检查结果，为监

管结果的“大数据”分析和应用奠定基础。通过挖掘“大数据”背

后所蕴藏的相关性，进一步科学预测餐饮监管工作的重点与趋势。

同时，加大餐饮企业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与监管信息公开，最终

实现食品安全成果共享、社会共治的食品安全新格局。 

    

市市场监管局开展夏季散装食品专项检查市市场监管局开展夏季散装食品专项检查市市场监管局开展夏季散装食品专项检查市市场监管局开展夏季散装食品专项检查    

夏季高温高湿季节，蚊蝇容易滋生，微生物易于繁殖，从而导致

食品腐败变质，特别是暴露

在环境中的散装食品。八月

初起，市市场监管局对全市

商超、食杂店和散装食品经

营户进行夏季散装食品专

项检查，目前已累计检查近

50家单位。 

检查重点查看了经营

者证照是否齐全，温度控

制、防虫防鼠设施、直接接触食品人员的健康证和着装是否到位，

是否落实食品进货台账，是否落实进货查验，散装食品的容器、外

包装标签信息是否完整，散装食品销售环境及卫生状况是否符合食

品安全要求等。检查发现，个别散装食品经营单位食品储存条件不

符合、散装食品外标签不符合要求、索证索票不齐全等问题，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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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其限期整改到位。检查中，对 1

家信息标注不完整的散装食品销售单位进行立案调查。 

下一步，市市场监管局将继续扩大检查范围，提高检查频次，

加大执法力度，督促经营者规范食品经营行为，保证散装食品质量

安全，让消费者吃上安全放心食品。 

 

保税区保税区保税区保税区（（（（金港镇金港镇金港镇金港镇））））多措并举扎实多措并举扎实多措并举扎实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小微餐饮推进小微餐饮推进小微餐饮推进小微餐饮    

报告积分管理工作报告积分管理工作报告积分管理工作报告积分管理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小微餐饮监管工作，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根

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张家港市小微餐饮报告积分管理实施方

案的通知》要求，张家港保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区（镇）食安

办采取多项措施扎实推进无证照小微餐饮报告积分管理工作。 

一是全面排查一是全面排查一是全面排查一是全面排查，，，，摸清底数摸清底数摸清底数摸清底数。。。。共派出 6 个工作组对辖区进行拉网

式排摸，全面掌握无证照小微餐饮单位的分布、数量、经营现状及

经营者基本情况等信息，建立了详实的本底台账；二是集中指导二是集中指导二是集中指导二是集中指导，，，，

稳步推进稳步推进稳步推进稳步推进。。。。召集所有无证照小餐饮单位负责人进行了集中行政指导，

介绍了小微餐饮报告积分管理制度的实施背景、目标和对象，详细

解读了具体实施方法和步骤，明确了工作要求和时间节点；三是统三是统三是统三是统

一标准一标准一标准一标准，，，，逐个过堂逐个过堂逐个过堂逐个过堂。。。。计划 8 月下旬开始组织对上述小微餐饮单位进

行逐家验收，符合要求的发放“便民小微餐饮信息公示卡”，不符合

要求，且拒不整改、又不歇业的将依法处置；四是集中公示四是集中公示四是集中公示四是集中公示，，，，长效长效长效长效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计划于 10月底将所有取得信息公示卡的小微餐饮单位进行集

中统一公示，接受社会共同监督，逐步纳入长效规范管理体系中。 

小微餐饮报告积分管理制度的实施，对带动区镇小微餐饮行业

整体提档升级，解决一批食品安全隐患大、群众反映强烈的区域性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问题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使辖区小微餐饮达到“布

局基本合理，设施基本健全，制度基本完善，安全基本保障”的目

标，实现对小微餐饮经营行为的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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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区经开区经开区经开区（（（（杨舍镇杨舍镇杨舍镇杨舍镇））））积极开展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建设积极开展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建设积极开展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建设积极开展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建设    

区镇达标评估宣传工作区镇达标评估宣传工作区镇达标评估宣传工作区镇达标评估宣传工作    

根据《张家港市深化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建设区镇达标评估实施方

案》相关工作要求，经开区（杨舍镇）积极开展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建设区镇达标评估工作。 

为切实提高区镇群众

对达标建设的知晓率和食

品安全的满意度，努力营造

创建浓厚氛围，区镇食安办

组织各街道办事处积极开

展创建宣传工作。通过印制

《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达标区镇倡议书》向辖区居

民、食品经营户发放，在各村（社区）公示栏、小区楼道等场所张

贴创建宣传海报，利用村（社区）微信公众号开展食品安全宣传等

多种形式开展宣传。 

下阶段，区镇食安办计划通过开展一次问卷调查、发放一封告

家长书、举办一次广场活动、开展一次“大科普”等“五个一”创

建宣传活动，全面发动区镇群众积极行动起来，主动参与创建工作，

形成“人人关心食品安全，家家重视食品安全”的良好氛围，共同

构筑食品安全“防火墙”。 

 

乐余镇人大代表督查食乐余镇人大代表督查食乐余镇人大代表督查食乐余镇人大代表督查食品安全工作品安全工作品安全工作品安全工作    

8 月 10 日下午，乐余镇食安办邀请镇人大代表就中秋节前食品

安全与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督查。镇分管领导季忠委员，镇食安办、

市市场监管局乐余分局主要负责人陪同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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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组一行先后来到房

锦记、丰港食品、百信超市

等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以中

秋节的月饼生产、销售情况

为线索，对企业落实食品质

量安全主体责任情况进行

了实地查看。每到一处，镇

人大代表们都跟随监管人

员共同检查了食品企业原辅材料进货查验、食品添加剂使用、生产

经营场所卫生环境、从业人员健康状况等情况。对于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监管部门将书面下发整改通知，限时限期整改到位。 

实地督查结束后，督查组一行来到市市场监管局乐余分局进行

了座谈交流。座谈会上，季忠委员对下阶段的食品安全工作提出了

四点要求：一要提高政治战略，要高度重视食品安全与安全生产；

二要加强常态监管，确保警钟长鸣不松懈；三要严格执法，执法要

严字当头；四要完善应急机制，加强部门联动与应急管理。 

镇人大代表认为此次督查总体情况良好，对食品安全与安全生

产工作表示了肯定，也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2012012012018888 年年年年 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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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份我市对薯类及膨化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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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信息监测信息监测信息监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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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及餐具进行了抽检监测。本月共抽检各类食品 613 批次，合格

590批次，合格率为 93.01%；本月对全市 36家放心粮油店经营销售

的粮食加工品（大米、小麦粉、挂面）和食品油（食用植物油）等

食品品种进行了抽检，此次抽检是我市首次试行承检机构抽样与检

验工作分离制度，共抽检 90批次，合格 90批次，合格率 100%，；

本月针对小微型餐饮单位和医院、福利中心、养老机构食堂、集体

用餐配送单位的餐具进行了专项抽检，共抽检 346 批次，合格 302

批次，合格率为 87.28%。 

本月监测共有 23 批次食品及 44 批次餐具不合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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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局相关职能科室立即对 23批次不合格食品

及 44批次不合格餐具进行后续处置工作，并将不合格食品检测报告

移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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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月，全市累计共实施市场快速

检测食品 461897批次，均是蔬菜农残快检，检出 109批次不合格，

合格率 99.98%。其中，青草巷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累计抽检 63462批

次，合格 63454批次，合格率 99.99%。全市农贸市场共退市、销毁

不合格农产品 10.9985吨。 

 

 

 

△7 月 26 日下午，凤凰镇食安办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凤凰分局组

织召开了 2018年凤凰镇“明厨亮灶”工作推进会。会议对“明厨亮

工作简讯工作简讯工作简讯工作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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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工程进行了详细解读。会上，马化鹏副镇长对食品安全监管提

出了两点要求，要求餐饮单位落实好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要求监管

部门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共同努力，打造“食安凤凰”品牌。 

△7 月 29 日，乐余镇永乐佳宴举办了一场约 400 人参加的谢师

宴，乐余镇食安办组织食品安全志愿者们一齐跟随市市场监管局乐

余分局执法人员进行集体聚餐上门指导学习。执法人员首先讲解了

农村集体聚餐的食品安全要点，随后，志愿者们与执法人员一起进

行了现场检查。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当场提出整改意

见，并督促家宴举办者和承办者及时整改。 

△根据市民投诉举报，7 月 30 日，市市场监管局东城分局对辖

区内 7家可的便利店销售鲜食饭盒的情况进行了一次专项检查。7家

门店中有 5 家销售鲜食饭盒，所售饭盒均为总部统一采购后配送。

从现场检查结果来看，鲜食饭盒包装规范，标记标签内容齐全，销

毁记录完整。 

△7 月 31 日下午，乐余镇食安办联合市市场监管局乐余分局组

织开展了餐饮单位食品安全管理员培训，约 100 名食品安全管理员

参加了培训。培训从典型案例出发，对餐饮单位食品安全相关知识

进行了讲解，指出食品安全工作中易忽视但又易发生的问题，并提

出应对之策，进一步提高了餐饮单位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

及法律意识。 

△8月初，第八届全国少儿曲艺展演在南丰镇永联村举行。南丰

镇食安办与市市场监管局南丰分局提前介入，对辖区内的 200 多家

餐饮单位进了一次全方位检查，及时发现和消除各类食品安全隐患，

有效保障了演出期间参演小演员及随行家属的饮食安全。 

△8月 6日～7日，根据工作安排，大新镇食安办联合镇安全生

产委员会、安监办等部门对辖区内的重点餐饮企业进行了安全大整

治，主要检查各类证照持有情况、厨房管理及卫生情况、消防设施

配备情况等。对现场发现的问题立即要求相关企业进行整改，并组

织复查，确保整治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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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0日～16日，中国足协主办的第二十一届“贝贝杯”青

少年（12 岁男子组）足球赛在凤凰镇举行。凤凰镇食安办和市市场

监管局凤凰分局周密部署任务，强化事前、事中监管，做好应急防

范，共出动 36 人次驻点监管，成功保障了 5400 人次运动员、裁判

员的饮食安全。 

△为加强夏季高温季节蔬菜质量安全监管，督促蔬菜生产主体

安全用药，确保地产蔬菜质量安全，8 月 21日～22日，市农委农产

品质量监督科会同市蔬菜办公室开展蔬菜质量安全检查，共检查蔬

菜生产企业 11 家、大户 7 家。从检查结果来看，各蔬菜生产主体能

够按照标准化要求开展蔬菜生产，不使用禁用限用农药，台账记录

良好，并注重保持基地生产环境整洁，蔬菜质量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8 月 21 日，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非洲猪瘟防控工作会议，

会议要求各分局、相关科室按照要求迅速开展防控工作，严防染疫

猪肉等生猪产品进入市场，进一步落实食品经营者主体责任，强化

畜禽产品入市后的监管，保障人民群众消费安全和身体健康。 

△近日，市市场监管局东城分局对杨舍老街周边的大中型餐饮

单位开展了食品添加剂安全使用专项检查，共检查单位 22家，出动

人员 50人次。检查暂未发现违法使用食品添加剂行为。通过此次专

项整治，进一步提高了辖区餐饮单位食品添加剂安全使用责任意识，

有效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8 月 24 日，市市场监管局西城分局集中约谈了前期大中型餐

饮单位专项检查中问题比较突出的三家单位的食品安全责任人。约

谈告知了单位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剖析问题发生原因，要求各

单位限期采取措施落实整改，并提交整改报告。建议各单位推行五

常管理，购买食品安全责任险，实施明厨亮灶，保障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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