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双随机一公开”检查结果信息公开表

序号 检查对象 检查日期 检查结果 组织实施部门 执法检查人员 随机检查任务书编号 备注

1 甘州区红辣椒金沙餐厅 2017.7.19 操作间炉灶上方墙面油污处理不彻底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高仰平 李永芬 范兴荣 SJ2017620420001

2 甘州区学虎本山火锅店 2017.7.19
1、食品及食品原料进货票据索取不全；2、
操作间内防尘设施不全。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高仰平 李永芬 范兴荣 SJ2017620420001

3 甘州区李爱英百货商行 2017.7.19 食品进货票据未规范装订，倒查困难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高仰平 李永芬 范兴荣 SJ2017620420001

4
甘州区沙井镇中心小学食
堂

2017.7.19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高仰平 李永芬 范兴荣 SJ2017620420001 假期

5
张掖市银箭蜂产品有限公
司

2017.7.19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高仰平 李永芬 范兴荣 SJ2017620420001 关门

6 甘州区新悦烟酒超市 2017.7.20
1、预包装食品未离地放置；2、索证索票不
全；3、负责人曹虎无法提供有效健康证明
及培训合格证书。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孔繁杰 李永芬 范兴荣 SJ2017620420001

7 甘州区玉龙润茶叶店 2017.7.20 部分散装茶叶标签标识不全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孔繁杰 李永芬 范兴荣 SJ2017620420001

8 甘州区绿尚果品经营部 2017.7.20 进销货台账记录不全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孔繁杰 李永芬 范兴荣 SJ2017620420001

9 甘州区吉品香羊羔肉店 2017.7.20

1、餐用具洗消保洁不规范；2、操作间卫生
差，食品及食品原料混放；3、索证索票及
台账记录不全；4、从业人员黄天福、周萍
、常凤娟无法提供有效健康证明。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孔繁杰 李永芬 范兴荣 SJ2017620420001

10
甘州区凤然居旋转烧烤餐
饮店

2017.7.20
1、保洁柜内存放调味品等食品原料；2、进
货票据未规范装订。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孔繁杰 李永芬 范兴荣 SJ20176204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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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甘州区鸿伟糖烟酒副食经
销部

2017.7.20
1、“电子追溯平台”未正常使用；2、食品
与非食品混放；3、预包装食品落地摆放。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孔繁杰 李永芬 范兴荣 SJ2017620420001

12 甘州区煲汤刀削面店 2017.7.20
1、消毒设施未正常运转；2、部分食品原料
落地摆放。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孔繁杰 李永芬 范兴荣 SJ2017620420001

13 甘州区洛铭副食超市 2017.7.20
1、进货查验未落实，进货票据与实物不相
符；2、部分预包装食品落地摆放。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孔繁杰 李永芬 范兴荣 SJ2017620420001

14 甘州区美信佳副食超市 2017.7.20
1、进货查验未落实，进货票据与实物不相
符；2、部分预包装食品落地摆放。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孔繁杰 李永芬 范兴荣 SJ2017620420001

15 甘州区家宜美副食超市 2017.7.20
1、散装食品标签标识不全；2、“金锣”三
文治火腿、风味酸奶未按标签规定的温度条
件存放；3、未开通“电子追溯平台”。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孔繁杰 李永芬 范兴荣 SJ2017620420001

16 麻辣掌门餐饮店 2017.7.20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孔繁杰 李永芬 范兴荣 关门

17 甘州区鑫瑞源餐厅 2017.7.21
1、索证索票及台账记录不全；2、操作间内
无防蝇设施；3、餐饮具洗消保洁不规范。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高仰平 李永芬 范兴荣 SJ2017620420001

18 甘州区丁惠玲压面铺 2017.7.21
1、未定期清洗食品加工工具、用具、容
器；2、部分食品原料落地摆放。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高仰平 李永芬 范兴荣 SJ2017620420001

19 甘州区聚宾餐馆 2017.7.21
1、清洗消毒水池未用明显标识标明用途；2
、从业人员操作期间未穿工作服、戴帽子口
罩；3、各类台账记录不完整。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高仰平 李永芬 范兴荣 SJ2017620420001

20
甘州区鲁萍金百合牛肉拉
面店

2017.7.21
1、餐饮具洗消保洁不规范；2、索证索票及
台账记录不全。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高仰平 李永芬 范兴荣 SJ20176204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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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甘州区宝泰牛肉炒面馆 2017.7.25
1、从业人员操作期间未穿工作服、戴帽子
口罩；2、从业人员6人无法提供培训合格证
明文件；3、餐饮具洗消保洁不规范。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孔繁杰 李永芬 范兴荣 SJ2017620420001

22 甘州区贤卿烟酒经营部 2017-7-19

1、在其营业场所东面货架上查出3瓶未标注
生产日期的“天佑德青稞酒3000”；2、进
货台账、销售台账未登记；3、部分供货商

的资质索要不全。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李杰元、马忠庆、刘振亮 SJ2017620420001

23 甘州区胡杨林茶餐厅 2017-7-19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李杰元、马忠庆、刘振亮 SJ2017620420001
转让停
业

24 甘州区王海霞副食超市 2017-7-20
1、散装食品标签、标识已整改到位；2、部

分食品未离地存放。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李杰元、马忠庆、刘振亮 SJ2017620420001

25 甘州区李金花文具店 2017-7-20 1、食品与日用百货混放现象已整改到位。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李杰元、马忠庆、刘振亮 SJ2017620420001

26 甘州区石磊烤饼店 2017-7-20
1、辅料（碱、面）等已加地垫，已离地存
放；2、压面机已清洗干净；3、防蝇设施已

增设。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李杰元、马忠庆、刘振亮 SJ2017620420001

27 甘州区郑爱花压面铺 2017-7-21
1、和面机已清洗；2、洗手池已安装；3、
面袋子已用地垫踮起已做到离地存放；4、

电线线路已安装配电箱。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李杰元、马忠庆、刘振亮 SJ2017620420001

28 甘州区聚兴源面馆 2017-7-21
1、索证索票已补全；2、各项台账记录已登

记。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李杰元、马忠庆、刘振亮 SJ2017620420001

29 甘州区党寨镇中心学校食
堂

2017-7-21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李杰元、马忠庆、刘振亮 SJ2017620420001 假期

30 甘州区五星茶餐厅 2017-7-20

1、操作间地沟已封闭，变为暗沟；2、消毒
柜新增设一台；3、粗加工间已设置挡鼠

板；4、凉菜间未安装紫外线消毒灯；5、无
晨检记录。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李杰元、马忠庆、刘振亮 SJ2017620420001

31 甘州区钰源酱油食醋酿造
厂

2017-7-24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李杰元、马忠庆、刘振亮 SJ2017620420001 停业

32 甘州区新众兴超市 2017-7-21

1、在该店随机抽查“七彩小生”、“泡香
蛋”、“枸杞酒”三个品种，其中“七彩小
生”巧克力无法当场提供“电子一票通”票
据，其他两种均能提供；2、“保健食品"、

“清真食品”未設专区。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李杰元、马忠庆、刘振亮 SJ20176204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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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甘州区普全超市 2017-7-21
1、索证索票不全，且票据未安要求装订；2
、散装食品未保留合格证；3、食品销售场

所环境卫生已政改到位。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李杰元、马忠庆、刘振亮 SJ2017620420001

34 甘州区普武金盛副食商行 2017-7-24
1、进货查验制度落实不到位；2、散装食品

标签不齐全的问题整改不到位。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李杰元、马忠庆、刘振亮 SJ2017620420001

35 甘州区菜意得瓜果蔬菜店 2017-7-24
1、散装食品无标签；2、进货查验制度落实

不到位。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李杰元、马忠庆、刘振亮 SJ2017620420001

36 甘州区曹海涛粮油经营部 2017-7-24
1、进货查验制度落实不到位 ；2、散装食

品标签标识不全。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李杰元、马忠庆、刘振亮 SJ2017620420001

37
张掖市靖安供销有限责任

新沟经营部
2017-7-21

1、散装食品标签标识不规范；2、进货查验
制度落实不到位；3、上次“飞检”查出的
问题，即食品与非食品混放，已整改到位；

4,、部分食品未离地存放。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李杰元、马忠庆、刘振亮 SJ2017620420001

38
张掖市三和油脂有限责任

公司
2017-7-24

1、购进原油的索证票据不能真实放映产品
的生产日期；2、包装材料为按批次索取质
检报告；3、原料、原油和包装材料的采购
记录内容不详实，无产品生产日期及批号；
4、榨油车间更衣柜有与生产不相关的物品
且洗手设施未正常运转；5、物品分类、分
区不符合规定；6、设备的保养、清洗未常

态化。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李杰元、马忠庆、刘振亮 SJ2017620420001

39
张掖市欣丰源粉皮制造有

限责任公司
2017-7-25

1、生产车间卫生状况差，更衣洗手设施未
启用，洗手池内长有绿毛；2、车间内淀粉
未离地存放，防蝇、防尘设施未正常运转；
3、生产、包装车间屋顶有漏雨现象；4、进
货原料索证索票不全，出产检验未批批捡；
5、“私建厂房和设备，擅自改变生产条件

”的问题，已申报。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李杰元、马忠庆、刘振亮 SJ2017620420001

40 张掖市甘州区新龙新超市 2017-7-25

1、进货查验制度落实不到位，索证索票不
全；2、须冷藏的“酸奶”食品未安储存条
件储存；3、散装食品无标签；4、未設“转
基因食品”、“保健食品”专区；5、部分

食品未离地存放。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李杰元、马忠庆、刘振亮 SJ2017620420001

41
张掖市甘州区迎春阁清真

餐厅
2017-7-25

1、《餐厨垃圾》、《晨检记录》等各项记
录本无；2、刀板背面未清洗；3、食品添加
剂未专柜存放；4、清洁设备已完备，经营

场所不相关物品已取除。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李杰元、马忠庆、刘振亮 SJ20176204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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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甘肃省连驿佳超市连锁公

司张掖分公司
2017-7-25

1、随机抽取三个食品种类，都能提供该食
品“电子一票通”，但其“生产日期”与实

物不相符。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李杰元、马忠庆、刘振亮 SJ2017620420001

43 张掖市吉轩食品有限公司 2017-7-25

1、生产车间设施设备清洗不及时；2、成品
库、原料库和包材库未分开；3、成品库密
封不到位，且里面放有与成品无关的杂物；
4、生产记录不规范，如不能反映投料比、
冷却时间等；5、进货查验制度落实不到
位，如包装材料索证索票不全；6、成品出

产检验报告的水分数据填写不规范。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李杰元、马忠庆、刘振亮 SJ2017620420001

44 甘州区碱滩镇中心学校食
堂

2017-7-25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李杰元、马忠庆、刘振亮 SJ2017620420001 假期

45 张掖市实验中学食堂 2017.7.19

1.设施设备不完备，未保持清洁；
2.经营场所内发现与生产经营不相关的物
品；
3.原料、成品、半成品交叉污染。

1、硬件设施（门窗、屋顶、墙
面等）正在更换；                                                
2、粗加工间正在整改当中；                    
3、从业人员未佩戴信息卡 

李国军、胡伟、马生斌、
陆麒庆

SJ2017620420001
移交北
街所

46
张掖市亚兰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2017.7.19

1.生产场所内发现与生产经营不相关的物
品；
2.未实施透明车间。

1、透明车间正在安装实施；
（已提交整改报告）

李国军、胡伟、马生斌、
陆麒庆

SJ2017620420001
移交工
业园区
所

47 张掖小辣椒餐饮金座店 2017.7.19
违反其他食品安全规定的（办公室设在操作
间门口）

1、未严格执行索证索票制度
（部分供货商资质过期）；                                        
2、冷冻柜内食品贮存时未使用
保险盒；          3、配餐区
部分餐具未密闭保存；           
4、购进的部分食品原料的购进
票据与实物不符；

李国军、胡伟、马生斌、
陆麒庆

SJ2017620420001
移交西
街所

48 张掖寻鸭记火锅店 2017.7.19
1.违反其他食品安全规定的（自制饮料）；
2.设施设备不完备，未保持清洁。

1、从业人员未佩戴信息卡；             
2、操作间保洁柜未按标示用途
使用；         3、操作间洗消
水池标识流程不正确，且未按标
识用途使用；                                 
4、操作间内洗菜池、解冻池、
洗肉池未使用；                                           
5、操作间旁设有卫生间；无粗
加工间；           6、未严格
执行索证索票制度、进货查验制
度。

李国军、胡伟、马生斌、
陆麒庆

SJ2017620420001
移交西
街所



甘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双随机一公开”检查结果信息公开表

序号 检查对象 检查日期 检查结果 组织实施部门 执法检查人员 随机检查任务书编号 备注

49 甘州区嘉憬芳古城小面店 2017-7-20
1、没有粗加工间，存在交叉污染；
2、操作间卫生防护措施不到位。

1、现场未设置粗加工间；操作
间后门未设置防鼠板；2、操作
间内未增设脚踩式垃圾桶；3、
从业人员陈佳云、雷玉、周红梅
、杨佩、王彩霞5人不能出示健
康证明；4、未严格执行进货查
验、索证索票制度，执法人员现
场随机抽取3种食品原料，2中无
法提供购进票据；5、存在过期
食品。

李国军、胡伟、马生斌、
陆麒庆

SJ2017620420001
移交西
街所

50 甘州区一家人面馆 2017-7-20 生产经营场所卫生条件不符合要求

1、从业人员未佩戴信息卡；                  
2、操作间内未设置粗加工区
域；              3、从业人
员朱亚荣未出示健康证明；           
4、现场从事食品加工的8名从业
人员未戴口罩；                                           
5、食品添加剂台账记录不全；                  
6、未严格执行索证索票制度、
进货查验制度。

李国军、胡伟、马生斌、
陆麒庆

SJ2017620420001
移交西
街所

51
甘州区杨龙香一品卤味烧
腊坊（新乐超市北环路

店）
2017-7-20 部分产品未索取电子一票通

延伸检查甘州区新乐超市河西学
院店（新乐超市北环路店）                           
1、方便面食品区存在清真食品
与非清                                                           
真食品混放；                                      
2、从业人员未佩戴信息卡；                       
3、未严格执行索证索票、进货
查验制度，随机抽取的4种商品2
种没有购进票据；

李国军、胡伟、马生斌、
陆麒庆

SJ2017620420001
移交西
街所

52
甘肃张掖国风葡萄酒业有

限责任公司
2017-7-20

灌装车间有个别生活用品；出厂检验未做到
批批检验；食品添加剂使用记录填写不规
范，如作用是消毒和清洗混在一起，未明确
记录。

1、生产车间从业人员未佩戴信
息卡；                  2、
食品原辅料出入库记录不全；食
品添加剂记录填写不全；

李国军、胡伟、马生斌、
陆麒庆

SJ2017620420001
移交工
业园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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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张掖市三维豆制品有限责

任公司
2017-7-24

未按照规定对生产的产品进行批批检验；未
保存食品添加剂的检验记录（石膏、消泡
剂）

1、生产车间内防鼠设施不规范
（新车间）；2、生产车间内消
毒记录不规范；                  
3、生产车间内无防蝇设施、加
工用具清洗不彻底（旧车间）；                             
4、食品添加剂存在使用混乱的
情况（新车间食品添加剂称量设
施1台已损坏）；                
5、食品原料库房已做到离地保
存，未做到离墙保存；                                         
6、从业人员未佩戴信息卡

李国军、胡伟、马生斌、
陆麒庆

SJ2017620420001
移交工
业园区
所

54 张掖市甘州区曹花副食部 2017-7-21
冷藏贮存的“风味发酵乳”在常温下存放销
售；索证索票不全

1、未严格执行进货查验、索证
索票制度；        2、从业人
员未佩戴信息卡；                     
3、部分食品未离地保存

李国军、胡伟、马生斌、
陆麒庆

SJ2017620420001
移交西
街所

55 甘州区惠鑫副食超市 2017-7-24
进货时未查验食品、未索取电子一票通；未
按规定换取健康证

1、未严格执行进货查验、索证
索票制度；   2、从业人员未佩
戴信息卡（已体检，正在培训
中）；                                     
3、部分食品未离地保存

李国军、胡伟、马生斌、
陆麒庆

SJ2017620420001
移交西
街所

56
甘州区王吉铺黄焖鸡米饭

旗舰店
2017-7-25 防蝇设施不健全，操作间凌乱

1、从业人员未佩戴信息卡（吕
效芳、张建萍未出示健康证
明）；                                
2、操作间内洗消水池未标示用
途；                 3、操作
间内未配备脚踩式垃圾桶；              
4、食品安全台账登记本未按要
求填写；            5、未严

李国军、胡伟、马生斌、
陆麒庆

SJ2017620420001
移交西
街所

57
张掖市甘州区佳友食品经

营部
2017-7-24

2-6℃冷藏贮存“浓缩酸牛奶”“风味酸奶
”在常温下销售；经营人员周芳无健康证

1、现场存在低温冷藏食品（庄
园浓缩奶）未按要求的温度（2-
6℃）条件在常温下贮存；2、执
法人员现场随机抽取的3种食
品，其中2种食品不能出示购进
票据。

李国军、胡伟、马生斌、
陆麒庆

SJ2017620420001
移交西
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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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张掖市甘州区鑫源副食超

市
2017-7-21

食品未离地摆放，冷藏贮存食品在常温下存
放销售

1、未严格执行进货查验、索证
索票制度；   2、从业人员未佩
戴信息卡；               3、
部分食品未离地保存；                    
4、散装食品未标示标签；

李国军、胡伟、马生斌、
陆麒庆

SJ2017620420001
移交西
街所

59
张掖市甘州区度奶茶加盟

店
2017-7-24

有机纯牛奶、香草米露、好时巧克力酱超过
保质期限

停业装修  许可证号：
JY26207020175433

李国军、胡伟、马生斌、
陆麒庆

SJ2017620420001

60 甘州区新乐超市欧式街店 2017-7-25 索证索票不全

1、方便面食品区存在清真食品
与非清真食品混放；                                                      
2、从业人员未佩戴信息卡；                 
3食品库房内部分食品未离地保
存；       

李国军、胡伟、马生斌、
陆麒庆

SJ2017620420001
移交西
街所

61 甘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7-7-25

1.冷库面积过小，与使用情况不相适应；2.
与供货单位未签订质量保证协议；3.配送冷
链单据填写不全，未填写冷链工具；4.配送
物流单显示为：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发至甘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批疫
苗，在途冷链运输温控记录不全。

1、冷库面积过小，正在新建
中；         2、从业人员未体
检培训；                3、
与华北制药签订的疫苗质保协议
存在涂改现象；

李国军、胡伟、马生斌、
陆麒庆

SJ2017620420001
移交南
街所

62 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7-7-25
1.疫苗冷链交接单存在多处批号涂改现象；
2.中药饮片无装斗、清斗。

1、大型医疗器械未建立档案、
无维护记录；2、冷冻冰箱内无
温度监测设施；              
3、中药饮片存在串斗现象；                 
4、部分中药饮片入斗时未放置
合格证；           5、药房内
从业人员无体检培训记录；                
6、冷链设备无冰排温度检测记
录；疫苗的转运未做到温度的无
缝衔接；                         
7未建立设备设施管理机制

李国军、胡伟、马生斌、
陆麒庆

SJ2017620420001
移交南
街所

63
甘肃百康源药业连锁有限

公司
2017-7-25

1.库房内未建立不合格药品台帐；2.库房内
部分药品混批陈列；3.库房内存在拆零药
品；4.北京降压0号片现场检查票、帐、货
不符。

1、未及时签订药品经营质量保
证协议书；   2、药品不合格区
未将不合格药品与不合格医疗器
械分类分区存放；                  
3、医疗器械存放区域存放非医
疗器械；       4、保温箱使用
记录内容填写不完整；

李国军、胡伟、马生斌、
陆麒庆

SJ2017620420001
移交东
街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