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年年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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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评价公告监测评价公告监测评价公告监测评价公告    

 

根据《2017 年张家港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方案》的部署，2017 年 6 月份,我市对全市粮食加工品

（大米、挂面）、冷冻饮品、速冻食品、调味品（料酒）、肉制品（酱卤肉制品）、豆制品（非发酵性豆制

品）、餐饮自制食品（龙虾调料、熟食）、蔬菜、畜禽肉及副产品、水果类、水产品、鲜蛋和豆类等食品品

种及餐饮具消毒质量进行了监测和评价。本月共监测各类食品 608批次，合格 603批次，合格率为 99.18%，

餐饮具 346批次，合格 216批次，合格率为 62.43%。现将监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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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 注 1  百叶 —— 散装 20170605 张家港市丰乐豆类制品厂 苯甲酸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7g/kg 2  豆干 —— 散装 20170608 张家港市塘桥镇妙桥顾家豆腐作坊 苯甲酸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2g/kg 3  鸭肫 张家港市杨舍镇乘航友红熟食店 散称 20170605 张家港市杨舍镇乘航友红熟食店 亚硝酸盐 标准值：≤30mg/kg 实测值：122mg/kg 4  卤牛肉 江苏召保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散称 20170604 江苏召保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亚硝酸盐 标准值：≤30mg/kg 实测值：62mg/kg 
5  香草巧克力口味雪糕 盐城晨曦食品有限公司 120g/个 20170301 张家港市西张商厦有限公司 大肠菌群 标准值：n=5，c=2        m=10CFU/g，M=100CFU/g 实测值： 样品1:100CFU/g 样品2:140CFU/g 样品3:170CFU/g 样品4:220CFU/g 样品5:190CFU/g 6  筷子 —— —— 20170619 张家港美虾美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1mg/100cm2 



 7  茶杯 —— —— 20170619 张家港美虾美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8  酒杯 —— —— 20170619 张家港美虾美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91mg/100cm2 9  盘子 —— —— 20170619 张家港美虾美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10  炖盅 —— —— 20170522 张家港中油泰富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66mg/100cm2 11  勺子 —— —— 20170507 江苏七欣天餐饮管理连锁有限公司张家港杨舍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2mg/100cm2 12  饮料杯 —— —— 20170511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炉鱼港时尚烤鱼餐厅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3mg/100cm2 13  原盆 —— —— 20170511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一块七餐厅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14  小碗 —— —— 20170511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一块七餐厅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15  筷子 —— —— 20170511 张家港市杨舍镇东城阿月煲酒楼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16  茶杯 —— —— 20170511 张家港市杨舍镇东城阿月煲酒楼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9mg/100cm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9mg/100cm2 17  筷子 —— —— 20170511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大渝火锅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61mg/100cm2 18  大碗 —— —— 20170511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新旺精菜馆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19  中碗 —— —— 20170511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新旺精菜馆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20  小碗 —— —— 20170511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新旺精菜馆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21  勺子 —— —— 20170512 张家港港素餐饮有限公司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86mg/100cm2 22  筷子 —— —— 20170512 张家港市胖煲餐饮有限公司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8mg/100cm2 23  勺子 —— —— 20170515 张家港青红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曼巴特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63mg/100cm2 24  碟子 —— —— 20170515 张家港青红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曼巴特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54mg/100cm2 25  咖啡杯 —— —— 20170515 上海百特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张家港曼巴特分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26  小盘 —— —— 20170515 上海百特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张家港曼巴特分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4mg/100cm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59mg/100cm2 27  茶杯 —— —— 20170515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严厨老坛酸菜鱼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3mg/100cm2 28  长盘 —— —— 20170515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严厨老坛酸菜鱼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1mg/100cm2 29  大碗 —— —— 20170515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严厨老坛酸菜鱼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30  小碗 —— —— 20170515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严厨老坛酸菜鱼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6mg/100cm2 31  小碗 —— —— 20170517 张家港杨舍西城七号线海鲜餐厅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32  筷子 —— —— 20170517 张家港杨舍西城七号线海鲜餐厅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21mg/100cm2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11mg/100cm2 33  小碟 —— —— 20170517 张家港杨舍西城七号线海鲜餐厅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46mg/100cm2 34  盘子 —— —— 20170517 张家港杨舍西城七号线海鲜餐厅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47mg/100cm2 35  茶杯 —— —— 20170517 张家港杨舍西城七号线海鲜餐厅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36  小碗 —— —— 20170515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韩恭宴烧烤小吃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0mg/100cm2 37  不锈钢杯 —— —— 20170515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韩恭宴烧烤小吃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38  筷子 —— —— 20170515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韩恭宴烧烤小吃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68mg/100cm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58mg/100cm2 39  筷子 —— —— 20170517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爱尚自助火锅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40  盘子 —— —— 20170517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爱尚自助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2mg/100cm2 41  刀 —— —— 20170512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奶酪时光休闲餐厅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94mg/100cm2 42  比萨盘 —— —— 20170512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奶酪时光休闲餐厅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1mg/100cm2 43  面包盘 —— —— 20170512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欧罗巴牛排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7mg/100cm2 



 44  杯子 —— —— 20170512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欧罗巴牛排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99mg/100cm2 45  筷子 —— —— 20170515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盘古新石器烤肉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58mg/100cm2 46  小碗 —— —— 20170515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盘古新石器烤肉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1mg/100cm2 47  碟子 —— —— 20170515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盘古新石器烤肉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63mg/100cm2 48  饭碗 —— —— 20170515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思迈特餐厅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2mg/100cm2 49  盘子 —— —— 20170515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思迈特餐厅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8mg/100cm2 50  碗 —— —— 20170515 张家港市杨舍西城思迈特餐厅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51  碗 —— —— 20170517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锦尚餐厅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0mg/100cm2 52  筷子 —— —— 20170517 张家港市杨舍镇塘市帕夏提餐饮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53  茶杯 —— —— 20170512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氿鼎干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79mg/100cm2 54  碗 —— —— 20170512 张家港市杨舍东城氿鼎干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3mg/100cm2 55  杯子 —— —— 20170508 张家港市金港镇奇乐轩茶楼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36mg/100cm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58mg/100cm2 56  白陶瓷碗 —— —— 20170508 张家港市金港镇奇乐轩茶楼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57  勺子 —— —— 20170508 张家港市金港镇辰丰风味餐厅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32mg/100cm2 58  杯子 —— —— 20170508 张家港市金港镇辰丰风味餐厅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56mg/100cm2 59  勺子 —— —— 20170508 张家港市金港金科廊桥本塘酸菜鱼馆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7mg/100cm2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84mg/100cm2 60  圆盘 —— —— 20170508 张家港市金港金科廊桥本塘酸菜鱼馆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61  方盘 —— —— 20170508 张家港市金港金科廊桥本塘酸菜鱼馆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62  筷子 —— —— 20170501 张家港市金港镇德庄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12mg/100cm2 63  方盘 —— —— 20170509 张家港市金港镇晓峰小吃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30mg/100cm2 64  白碗 —— —— 20170509 张家港市金港镇晓峰小吃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54mg/100cm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88mg/100cm2 65  勺子 —— —— 20170509 张家港市金港镇海爷爷海鲜城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66  茶杯 —— —— 20170509 张家港市金港镇海爷爷海鲜城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4mg/100cm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99mg/100cm2 67  碗 —— —— 20170509 张家港市金港镇海爷爷海鲜城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68  碟子 —— —— 20170509 张家港市大娘水饺餐饮有限公司张家港金港千家万户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79mg/100cm2 69  碗 —— —— 20170509 张家港市大娘水饺餐饮有限公司张家港金港千家万户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31mg/100cm2 70  酒杯 —— —— 20170509 张家港市西部牛扒餐饮营运管理有限公司金港分公司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0mg/100cm2 71  茶杯 —— —— 20170509 张家港市西部牛扒餐饮营运管理有限公司金港分公司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4mg/100cm2 72  碟子 —— —— 20170509 张家港市西部牛扒餐饮营运管理有限公司金港分公司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4mg/100cm2 



 73  筷子 —— —— 20170510 张家港市金港镇兴新芙蓉小镇酒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37mg/100cm2 74  碗 —— —— 20170510 张家港市金港镇勇牛仕牛排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3mg/100cm2 75  筷子 —— —— 20170510 张家港市金港镇勇牛仕牛排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5mg/100cm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0mg/100cm2 76  菱形碗 —— —— 20170510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好口福快餐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0mg/100cm2 77  大碗 —— —— 20170510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好口福快餐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78mg/100cm2 78  小碗 —— —— 20170510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好口福快餐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79  碗 —— —— 20170506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千家百味饭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0mg/100cm2 80  茶杯 —— —— 20170510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美味嘻嘻饭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81  碗 —— —— 20170510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美味嘻嘻饭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82  碗 —— —— 20170509 张家港市金港镇知青公社酒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92mg/100cm2 83  茶杯 —— —— 20170509 张家港市金港镇知青公社酒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83mg/100cm2 84  碟 —— —— 20170509 张家港市金港镇有滋有味饭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85  碗 —— —— 20170509 张家港市金港镇有滋有味饭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86  碗 —— —— 20170509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百味农场老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8mg/100cm2 



 87  玻璃杯 —— —— 20170509 张家港市金港镇牛好牛卤味牛肉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69mg/100cm2 88  碗 —— —— 20170509 张家港市金港镇牛好牛卤味牛肉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86mg/100cm2 89  碗 —— —— 20170508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乡亲乡邻饭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4mg/100cm2 90  筷子 —— —— 20170510 张家港市江南花园酒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88mg/100cm2 91  勺子 —— —— 20170510 张家港市金港镇我爱我家菜馆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92  碗 —— —— 20170510 张家港市金港镇我爱我家菜馆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93  茶杯 —— —— 20170510 张家港市金港镇我爱我家菜馆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94  碗 —— —— 20170510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新芜湖酒楼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95  酒杯 —— —— 20170510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新芜湖酒楼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96  茶杯 —— —— 20170510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新芜湖酒楼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97  碟子 —— —— 20170510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新广城餐厅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98  花碗 —— —— 20170510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新广城餐厅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0mg/100cm2 99  白碗 —— —— 20170510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新广城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100  筷子 —— —— 20170510 张家港市金港镇港区新芜湖酒楼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11mg/100cm2 101  茶杯 —— —— 20170609 张家港市大新新悦大酒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9mg/100cm2 102  汤碗 —— —— —— —— 20170609 张家港市大新新悦大酒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6mg/100cm2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103  盘子 —— —— 20170609 张家港市大新新悦大酒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47mg/100cm2 104  菜盘 —— —— 20170609 张家港市大新新悦大酒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96mg/100cm2 105  勺子 —— —— 20170609 张家港市大新新悦大酒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32mg/100cm2 106  筷子 —— —— 20170609 张家港市大新新悦大酒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91mg/100cm2 107  大盘 —— —— 20170608 张家港市大新鑫香苑饭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108  酒杯 —— —— 20170608 张家港市大新鑫香苑饭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109  小菜碟 —— —— 20170609 张家港市大新好口福快餐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3mg/100cm2 110  碗 —— —— 20170609 张家港市大新好口福快餐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4mg/100cm2 111  餐盘 —— —— 20170609 张家港市大新好口福快餐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78mg/100cm2 112  大菜碟 —— —— 20170609 张家港市大新好口福快餐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1mg/100cm2 113  中菜碟 —— —— 20170609 张家港市大新好口福快餐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36mg/100cm2 114  饭碗 —— —— 20170609 张家港市汇香源饭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1mg/100cm2 115  盘子 —— —— 20170609 张家港市汇香源饭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0mg/100cm2 116  筷子 —— —— 20170609 张家港市汇香源饭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40mg/100cm2 117  杯子 —— —— 20170609 张家港市汇香源饭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66mg/100cm2 118  碟子 —— —— 20170620 张家港市锦丰金川峡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8mg/100cm2 



 119  茶杯 —— —— 20170620 张家港市锦丰川天下火锅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120  碗 —— —— 20170620 张家港市锦丰川天下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5mg/100cm2 121  勺子 —— —— 20170620 张家港市锦丰川天下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38mg/100cm2 122  碟子 —— —— 20170620 张家港市锦丰川天下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64mg/100cm2 123  筷子 —— —— 20170519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老纪先生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69mg/100cm2 124  碗 —— —— 20170519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老纪先生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13mg/100cm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0mg/100cm2 125  圆盘 —— —— 20170519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老纪先生火锅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126  茶杯 —— —— 20170519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老纪先生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82mg/100cm2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086mg/100cm2 127  勺子 —— —— 20170519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老纪先生火锅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128  勺子 —— —— 20170519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煊牛记鲜牛肉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16mg/100cm2 129  盘子 —— —— 20170519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煊牛记鲜牛肉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16mg/100cm2 130  杯子 —— —— 20170519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煊牛记鲜牛肉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21mg/100cm2 131  碗 —— —— 20170519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煊牛记鲜牛肉火锅店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0.055mg/100cm2 132  碟子 —— —— 20170620 张家港市锦丰好口福快餐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133  酒杯 —— —— 20170620 张家港市锦丰镇三兴紫竹园大酒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134  小碗 —— —— 20170620 张家港市锦丰镇三兴紫竹园大酒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135  碗 —— —— 20170519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腾格里饭店 大肠菌群 标准值：不得检出 实测值：检出/50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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