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抽查总体情况
2012 年全省共组织抽查重点工业产品 5226 批次， 涉及生

产企业 3610 家， 经检验， 合格 4737 批次， 平均批次合格率为
90.6%，同比提高 0.5 个百分点。 所抽产品按其用途，大致可分为
农业生产资料、建筑材料、装饰装修材料、电工器材、家用电器、
计量器具、纤维纺织品、日用消费品、汽车相关产品、危化品及
包装物、安全防护产品、其他工业生产资料等 12 大类 63 小类。
12 大类产品抽查数量及所占比例如图一。

图一
农业生产资料主要抽查了化肥、农药、农膜和农机 4 类产

品共 679 批次，合格 608 批次，平均批次合格率为 89.5%。 4 类产
品抽查数质量情况如图二。

图二
建筑材料主要抽查了建筑钢材、通用水泥等 9 类、共 1437

批次，合格 1368 批次，平均批次合格率为 95.1%。 建筑材料抽查
品种及数质量情况如图三。

图三
装饰装修材料主要抽查了细木工板、 竹木地板等 9 类、共

410 批次，合格 375 批次，平均批次合格率为 91.5%。装饰装修材
料抽查品种及数质量情况如图四。

图四
电工器材主要抽查了电线电缆、开关插座等 3 类、共 262 批

次，合格 241 批次，平均批次合格率为 92%。 电工器材抽查品种
及数质量情况如图五。

图五
家用电器主要抽查了电冰箱、 电热水器等 5 类、 共 155 批

次，合格 143 批次，平均批次合格率为 94.1%。 家用电器抽查品
种及数质量情况如图六。

图六
计量器具主要抽查了电能表、 互感器 2 类产品、 共 105 批

次，合格 103 批次，平均批次合格率为 98.1%。 计量器具抽查品
种及数质量情况如图七。

图七
纤维纺织品主要抽查了各类服装、 絮棉制品等 3 个类别、

共 555 批次，合格 470 批次，平均批次合格率为 84.7%。 纤维纺
织品抽查品种及数质量情况如图八。

图八
日用消费品主要抽查了卫生巾、 纸尿裤等 5 类、 共 187 批

次，合格 161 批次，平均批次合格率为 86.1%。 日用消费品抽查
品种及数质量情况如图九。

图九
汽车相关产品主要抽查了汽车配件、汽油等 5 类、共 171 批

次，合格 158 批次，平均批次合格率为 92.4%。 汽车相关产品抽
查品种及数质量情况如图十。

图十
安全防护产品主要抽查了消防设备、 防盗安全门等 3 类、

共 59 批次，合格 58 批次，平均批次合格率为 98.3%。 安全防护
产品抽查品种及数质量情况如图十一。

图十一
危化品及包装物主要抽查了烟花爆竹、 危化气体等 4 类、

共 939 批次，合格 792 批次，平均批次合格率为 84.3%。 危化品
及包装物抽查品种及数质量情况如图十二。

图十二
其他工业生产资料主要抽查了变压器、 烟花爆竹机械等 5

类、共 267 批次，合格 260 批次，平均批次合格率为 97.4%。 其他
工业生产资料抽查品种及数质量情况如图十三。

图十三
上述示图表明，抽查产品合格率达到 100%的产品有 23 类，

占抽查产品总类的 36.5%。 这些产品是：农膜、收割机、喷雾器、
建筑陶瓷、电热毯、铅酸蓄电池、竹木地板、铝合金型材、塑料型
材、汽油、柴油、刹车油、鞭炮机械、电子陶瓷、有色金属、防盗安
全门、防盗保险柜、家用杀虫剂、纸尿裤、卫生巾、互感器、电冰
箱、电热水器。合格率在 90%以上的产品 23 类，占抽查产品种类
的 36.5%。 分别是：化肥、农用柴油机、农用运输车、建筑钢材、通
用水泥、商品混凝土、预应力空心板、混凝土管材、塑料管材、安
全玻璃、建筑外窗、人造板、油漆涂料、胶黏剂、开关插座、灯具、
电能表、絮棉制品、洗涤消毒用品、汽车配件、消防设备、危化品
及包装物、电控设备。合格率在 80%以上的产品有 12 类，占抽查
种类的 19.6% 。 分别是 ：农药 （87.3% ）、碾米机 （83.3% ）、水泵
（85.7）、水田耕整机（84.3%）、防水卷材（81.5%）、变压器（88.9%）、
烟花爆竹（85.7%）、床上用品（87.5%）、服装产品（80.8%）、室内加
热器（89.7%）、电线电缆（89.4）、细木工板（87.1%）。 合格率低于
80%的产品有 5 类， 占抽查种类的 7.4%， 分别是： 液化石油气
（70.8%）、危化气体（76.3%）、润滑油（77.5%）、生活用纸（62.7%）、
板式家具（75%）。

二、产品分类解析
（一）农资产品
农资产品主要包括化肥、农药、农膜、农机 4 大类，其中，化

肥中又有复混肥、磷肥、其他肥料（钾肥、碳酸氢氨、尿素）等不
同品种；农药中有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不同品种；农机中
有收割机械、耕整机械、加工机械、运输机械、动力机械、排灌机
械、植保机械等不同品种。 从抽检结果看，我省农资产品质量总
体较好，与 2011 年比较，化肥批次合格率提升 8.4 个百分点，农
药批次合格率提升 4.3 个百分点，农膜批次合格率持平。 农机产
品因以往没有实施监督抽查，检验结果无可比性，但总体质量
尚可，抽查批次合格率分别是：农用柴油机 90%，碾米机和粉碎
机 83.3%， 农用水泵 85.7%， 农用运输车 92.9%， 水田耕整机
84.3%，收割机 100%，喷雾器 100%。

1、化肥：化肥抽查涉及 204 家企业。质量问题相对较多的是
复混肥，主要是部分产品的总养分、有效磷含量和氯离子等指
标不合格。24 个不合格产品中，总养分不达标的 8 个，占 33.3%；
有效磷含量不达标的 6 个， 占 25%； 氯离子超过标准规定的 9
个，占 37.5%；还有少量产品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的百分率和水分
不符合标准要求。 总养分（氮、磷、钾的含量）是复混肥的重要质
量指标，总养分不达标，表明肥效不足。 氯离子不合格主要是部
分产品氯离子的检验结果与标注的氯离子含量等级不符。 磷肥
的质量问题主要是有效磷含量达不到标准要求，4 个不合格产
品都存在这一问题，个别产品有效磷含量不及标准规定值的一
半。

2、农药。农药抽查涉及 22 家企业，检验结果呈现三个特点：
一是没有发现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高毒原药，如 1605、甲胺磷
等。 二是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不同品种的批次合格率基本
相当，都是 86%左右；三是部分产品仍然存在有效成分含量不足
的问题，即高效低毒或中毒的乙草胺、速灭威、三唑磷等原药用
量不足， 9 个不合格产品都有类似问题。 这种原药含量不足的
农药杀虫或除草效果差， 影响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和农作物收
成，坑害农民利益。

3、农用地膜。 我省农用地膜生产企业较少，已经掌握的只
有两家，且生产规模很小。 但这两家企业的两个产品，抽检质量
全部合格。

4 农用小型柴油机。 近年来，我省农用小型柴油机的质量稳
步提升，过去存在的烟度和噪声超标、铭牌标识与实际功率不
符等质量问题基本得到有效解决。 2011 年市场风险监控抽查省
内企业该类产品的平均合格率达到 80%多，高于外省同类产品
质量水平。 2012 年监督抽查 20 个批次，除一个企业的两个产品
标识不合规定外，实物质量合格率达到 100%。

5、碾米机（粉碎机）。 碾米机抽查涉及 17 家企业，其中有 14
家在双峰县。 近几年来，我省针对碾米机产品的质量问题，加大
了专项整治力度，关、停、并、转了一批效益低、质量差的企业，
碾米机的质量状况明显好转，近 3 年来定期监督检查的合格率
均在 90%以上。 2012 年监督抽查有少量产品不合格，主要是噪
声和吨料电耗两项环保指标不达标。 这两项指标虽不影响安全
使用，但不符合环保节能要求。

6、农用小型水泵。 水泵抽查涉及 28 家企业。 在往年的市场
风险监控抽查中，农用小型水泵存在的主要质量问题是接地措
施和过载保护装置不合格。 这两个项目都是 A 类指标（严重不
合格项），关系水泵的使用安全。 2012 年抽查结果显示，35 批次
产品，涉及安全的项目全部合格，只有少量几个产品“规定点流
量、扬程”达不到明示要求。 这一项目属于 B 类指标（一般不合
格项），表明某些水泵的实际使用功能与标称值还有一些差距。

7、农用运输车。 2012 年抽查的农用运输车包括多用农田作
业机、 变形拖拉机和三轮汽车等多个品种， 涉及 28 家生产企
业。 往年市场风险监控抽查时，农用运输车质量问题较多，主要
是制动性能差、外廓尺寸超长超宽、安全装置不健全、动力配置
不合理，农民形象地把这些问题产品称为“马路杀手”。 2012 年
抽查结果表明，我省农用运输车的质量明显好转，所抽 42 批次
产品，未发现涉及安全方面的质量问题，但有 3 个产品（均为拖
拉机）环境噪声超过标准规定。 这 3 个产品的环境噪声检测值
虽然都在临界值、边缘范围，但说明农用运输车的环保技术要
求有待进一步提高。

8、水田耕整机。 2012 年抽查的水田耕整机涉及 67 家生产
企业，基本涵盖了省内同类产品企业和基本品种。 其中，微型耕
整机抽查 42 批次全部合格，但双辊耕整机、单轮耕整机、双轮
耕整机的合格率稍低，分别只有 73.7%、70%和 62.5%。 耕整机存
在的主要质量问题：一是安全防护，二是动力离合装置，三是动
力源的停机装置，四是防护装置强度。 这 4 项指标都是 A 类指
标（严重不合格项），直接关系操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然而，检测
中有 4 个产品带轮及驱动轮无防护装置，10 个产品防护装置不
全或防护装置强度达不到标准要求。

9、喷雾器。 我省原有手动式、背负式喷雾（粉）器生产企业
10 余家，经过多年的优胜劣汰、市场调节和整合引导，行业间无
序竞争的不良状况有所改变， 目前基本维持正常生产的还剩 3
家， 这 3 家企业的产品多次抽查质量稳定，2012 年又各抽检了
一个批次，全部合格。

10、收割机。 我省收割机生产企业主要分布在长沙、益阳、
娄底等市，其产品主要是适合南方水稻收割的全喂入式或半喂
入式联合收割机。 2012 年首次列入监督抽查，所抽 18 家企业的
18 批次产品，质量全部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二）建筑材料
2012 年监督抽查的建筑材料有 9 类， 其中商品混凝土、防

水材料两类产品往年没有监督抽查，批次合格率无可比性。 其
他 7 类产品批次合格率与 2011 年比较分别是： 建筑钢材提升
16.4%，通用水泥提升 1.3%，安全玻璃提升 5.5%，建筑外窗下降
4.7%，预制空心板下降 4%，混凝土管材下降 2.8%，建筑陶瓷基
本持平。

11、建筑钢材。 2012 年抽查的建筑钢材涉及 125 家生产企
业，品种主要是热轧钢筋和冷轧钢筋两种，其中热轧钢筋抽查
35 批次，冷轧钢筋抽查 129 批次。热轧钢筋质量全部合格。冷轧
钢筋批次合格率为 88.4%，相对于热轧钢筋，冷轧钢筋的合格率
偏低，但与 2010 年、2011 年比较，合格率分别提升 17 和 12.5 个
百分点。 冷轧钢筋的质量虽有提升，但质量问题不容忽视，主要
是不合格项目都反映在材质（力学性能）和“瘦身”（尺寸和重量
偏差）两个方面，15 个不合格产品都有类似问题，说明少数企业
仍在生产劣质钢筋和“瘦身”钢筋。

12、通用水泥。 2012 年抽查的通用水泥基本覆盖了全省 210
余家生产企业。 存在的质量问题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 10
个不合格产品基本集中在小型企业。 其中有的企业因其能耗
高、污染大、工艺落后而被列入地方政府的淘汰、关闭计划。 二
是不合格指标都集中在“抗折、抗压强度”上。 强度是反映水泥
产品质量的重要指标，强度不达标的水泥，浇铸后的混凝土结
构达不到设计要求，不仅给国家、集体或个人造成重大经济损
失，而且会给建筑工程留下重大安全隐患。 因此，应当加快淘
汰、关闭设备陈旧、工艺落后、质量难保的小型水泥生产企业的
步伐，从源头上消除因水泥产品质量问题给建筑工程可能带来
的安全隐患。

13、商品混凝土。 2012 年抽查的商品混凝土涉及 203 家生
产单位，总体质量尚可。 少量产品存在的质量问题与水泥相似，
主要是抗折、抗压强度不达标。 分析其原因，一是可能与水泥、
骨料、外加剂等原材料的配比有关；二是可能与水泥的质量有
关。 如水泥与骨料配比不当或水泥本身有质量问题，都有可能

导致混凝土的强度达不到标准要求。
14、预制空心板。 2012 年抽查的预制空心板涉及 215 家企

业，抽查结果反映以下特征：一是中西部地区的生产企业较多。
如永州、娄底、自治州、张家界等，表明预制空心板在这些地方
有较好市场。 二是不合格产品相对集中。 八成不合格产品在邵
阳市。 三是质量问题主要反映在结构性能上。 如不按标准规定
置放钢筋，钢筋数量不够或使用“瘦身”钢筋等。 预制空心板结
构性能包括承载力、挠度和抗裂性能等技术指标，这些指标不
合格的预制空心板，使用后可能存在不能承重、易断裂等重大
安全隐患。

15、混凝土管材。 混凝土管材是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多
用于上下水工程，质量特征主要体现在工作压力上。 标准规定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的最大工作压力 1.18MPa、 自应力钢筋混
凝土管的工作压力为 0.4-0.1MPa。2012 年抽查的混凝土管材涉
及 156 家生产企业，总体质量尚好，最大工作压力均能达到标
准要求，但有 5 个产品外观上存在蜂窝、塌落、露筋、裂缝、合缝
漏浆等缺陷，表明部分生产企业存在粗制滥造的现象。

16、防水材料。 2012 年抽查各类防水材料 54 批次，其中从
生产企业抽查 34 批次，从施工企业抽查 20 批次（其中外省企业
15 批次）， 批次合格率为 81.5%。 从不合格产品生产厂家看，10
个不合格产品，省内企业和外省企业各占 5 个。 省内企业的批
次合格率是 87.2%，外省企业的批次合格率是 66.7%。 从不合格
项目看，主要质量问题是拉伸强度、撕裂强度、断裂伸长率等技
术指标不合格，10 个不合格产品都有类似问题。 拉伸强度等技
术指标不达标，表明防水材料经不起长年累月的日晒雨淋和高
温冰冻，从而降低或起不到防水作用。

17、建筑外窗。 建筑外窗曾是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2010
年已被取消。 由于取消生产许可审批，放宽了生产条件，很多个
体工商户都跻身这个行业，但生产规模都不大。 2012 年抽查长
沙、衡阳、邵阳等市 127 家企业 127 批次产品，有 6 个批次质量
不合格，合格率比 2011 年下降 4.7%。 不合格项目是遮阳系数达
不到标准要求。 遮阳系数是反映玻璃遮阳效果的一项技术指
标，如果遮阳系数大于 0.8（标准规定），表明玻璃遮阳效果差，
但不影响安全使用。

18、安全玻璃。 2012 年抽查的安全玻璃涉及 88 家企业，品
种主要为钢化玻璃、夹层玻璃、中空玻璃。 检测结果发现 5 个产
品碎片状态这项安全指标不符合要求。 GB15763 要求钢化玻璃
在外力作用下出现破碎时，允许有少量长形碎片，但长度不得
超过 75mm。如果碎片状态达不到这一要求，表明玻璃有质量问
题，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19、建筑陶瓷。近年来，很多省外知名陶瓷品牌企业在我省投
资（合资）建厂，使得我省建筑陶瓷产业快速发展。 为检查这些生
产企业的产品质量，2012 年再次将建筑陶瓷纳入监督抽查，结果
表明，建筑陶瓷质量尚好，抽检的 34 个批次，质量全部达标。

（三）装饰装修材料
2012 年抽查的装饰装修材料有 9 类，其中除塑料管材批次

合格率无可比性外，其他 8 类产品的批次合格率与去年比较分
别是： 细木工板上升 18.5%， 人造板下降 8.7%， 竹木地板上升
3.9%， 油漆涂料下降 1.7%， 铝合金型材持平， 塑料型材上升
16.7%，胶粘剂下降 8.6%，板式家具上升 38.3%。

20、细木工板。 我省细木工板生产企业较多，有知名度较高
的企业，如福湘木业、福鑫木业等；也有企业相对集中的地区，
如益阳市的桃江县、株洲市的芦淞区、怀化市的鹤城区等。 细木
工板产品，历来是各级质监部门的监管重点，抽查力度相对较
大。 2012 年抽查 90 余家企业 101 批次， 平均批次合格率达到
87.1%， 为历史最好水平。 但部分产品横向静曲强度不合格，少
量产品仍然存在甲醛释放量超标的问题。

21、竹木地板。竹木地板主要包括实木地板、实木复合地板、
竹地板和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等品种。 我省比较有名气的有
“地宝龙”、“圣保罗”等品牌。 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生产企业主
要集中在长沙市，约有 10 余家，而竹地板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
益阳市。 从多年的抽检结果看，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的质量比
较稳定， 竹地板的质量略有波动， 但抽查合格率总体保持在
98%左右，甲醛释放量超标的问题在近几年的抽查中少有发现。
2012 年抽检的竹木地板全部合格，表明我省企业生产的竹木地
板，消费者可以放心使用。

22、人造板。 我省人造板生产企业约有 20 余家，且分布较
散，产品包括胶合板、刨花板、纤维板等，比较有影响的是岳阳
福湘木业公司生产的胶合板、郴州创兴公司生产的中密度纤维
板等。 人造板的总体质量水平高于细木工板，近几年的抽查合
格率都在 90%以上。 2012 年抽查 23 批次，有两批次不合格，不
合格的项目是甲醛释放量超标。

23、油漆涂料。 油漆涂料品种繁多，市场上主要有清漆、磁
漆、底漆、树脂乳胶、聚氨酯涂料等。 我省约有各类油漆涂料生
产加工企业 30 余家， 但生产规模都不大， 产品质量总体上不
错，2011 年抽查70 批次，全部合格，2012 年抽查 84 批次，仅有
一个小作坊的一个批次不合格。

24、铝合金型材、塑料型材。 我省有铝合金型材和塑料型
材生产企业近 20 家，生产规模比较大的有经阁型材、振升铝
材和湘瑞型材等。 这两类产品质量比较稳定，2012 年抽检铝
合金型材 16 批次、 塑料型材 3 批次 ， 产品质量合格率均为
100%。

25、塑料管材。塑料管材主要有 PVC-U 排水管、PVC-U 给
水管、铝塑复合管和聚乙烯（PE）给水管等多个品种。 我省这类
产品生产企业规模不大，但品种比较齐全，质量总体尚好，2012
年抽查 44 个批次，涉及 22 家生产企业，经检验，只有一个批次
不合格。 不合格的项目是管材的壁厚、拉伸屈服强度、密度达不
到标准要求。

26、胶粘剂。 胶粘剂对人体健康可能产生危害的主要是甲
醛，一些细木工板、胶合板或板式家具甲醛含量超标，多数是使
用了高甲醛的胶粘剂所至。 2012 年抽查 16 家企业 35 批次产
品，涉及玻璃密封胶、环氧树脂胶、乳白胶、强力万能胶等十余
个品种，尚未发现甲醛超标。 但有 3 个批次不挥发物、压缩剪切
强度不合格，这 3 个批次都是出自同一企业。 现已责成当地质
监部门依法从严查处。

27、板式家具。 2012 年抽查的板式家具主要有床头柜、办公
桌、衣柜、茶几等品种，涉及长沙、湘潭、衡阳、邵阳、益阳、岳阳 6
市的 56 家企业。 相对其他产品而言，板式家具质量问题较多，
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甲醛释放量超标，二是木工制作不达标，
15 个不合格产品都有这两个问题。 从抽检的地域看，岳阳产品
相对较好，抽检 5 个全部合格，湘潭产品相对较差，3 个批次无
一合格，长沙产品的质量问题同样较多，合格率只有 75.6%。 板
式家具甲醛释放量超标，主要原因是使用了劣质人造板或者辅
助材料如劣质胶粘剂等。

（四）电工器材
2012 年抽查的电工器材有 3 类，其中电线电缆批次合格率

与去年持平，开关插座和铅酸蓄电池均无可比性。
28、电线电缆。 2012 年抽查电线电缆 180 批次，涉及全省 70

余家生产企业， 其中电力电缆 40 批次， 聚氯乙烯电缆电线 137
批次，钢芯铝绞线 3 批次。 经检验，批次合格率为 89.4%，若按实
物质量统计，批次合格率应为 91.7%。从总体上看，我省电线电缆
产品质量不断向好， 3 年前抽查合格率只有 78.5%，2011 年提升
到 90.8%，2012 年批次合格率又提高 0.9 个百分点 （实物质量合
格率）。 从产品类别看，钢芯铝绞线、电力电缆产品质量较好，钢
芯铝绞线近几年来的批次合格率均为 100%，电力电缆的批次合

格率也达到 95%以上，质量问题相对多一些的是聚氯乙烯电缆
电线。 2012 年检出的 19 个不合格产品中，聚氯乙烯电缆电线占
了 18 个，该类产品的批次合格率为 86.9%。 从不合格项目看，主
要反映在 20℃导体电阻和绝缘材料上，其中，导体电阻不合格
的有 11 个，占 57.9%，绝缘老化前抗张强度、护套厚度等项目不
合格的 9 个，占 47.4%。 此外还有 4 个产品标识不合格，一个产
品导线外径不合格。 从被检对象看，不合格产品基本出自生产
规模较小的企业，这些小企业在质量管理体系、产品过程控制、
原材料采购验证、产品出厂检验等方面确实存在诸多问题。

29、 开关插座。 2012 年抽查开关插座涉及 20 余家生产企
业，主要品种有暗装（明装）跷板式单极开关、两极双用暗装（明
装）插座、不可拆线移动式插座等多个品种。 从检测结果看，我
省开关插座总体质量较好，2012 年抽查只有一个企业的两个批
次不合格，其中插座、开关各一个。 不合格项目都是标志和耐
热。 开关插座达不到耐热要求，使用中可能会变形，而变形的开
关插座将不能有效切断电源或插头不能从插座中拔出，从而引
发安全事故。

30、铅酸蓄电池。 铅酸蓄电池按其结构和用途主要有起动
用、牵引用、阀控密封式等不同品种。 我省蓄电池生产企业不
多，只有 10 余家，主要品种也就是上述几个。 产品质量还算稳
定，近几年定期监督检查很少发现不合格品。 2012 年抽查了 13
家企业的 13 批次产品，质量全部合格。

（五）家用电器
2012 年抽查的家用电器有 5 类产品，其中灯具批次合格率

同比上升 3.6%，其他 4 类产品批次合格率无可比性。
31、灯具。 2012 年抽查的 LED 路灯、射灯、舞台灯、自镇流

荧光灯等灯具涉及 34 家生产企业，其中有 3 家企业的 5 批次产
品不合格，不合格项目是标签、外部和内部接线两个指标。 标签
不合格主要是没有按规定在灯具上标注 “额定功率及牌号”、
“商标或制造厂”等标识，说明一些企业法规意识淡薄或是没有
吃透标准；外部和内部接线不合格，主要是连接线的横截面积
达不到标准要求，表明个别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而存在偷工减
料的现象。 线径缩水的灯具，存在安全隐患。

32、电冰箱和电热水器。 我省电冰箱和电热水器产品质量
比较稳定，近年来国抽和省抽都反映出较好的质量水平。 2012
年分别抽了 10 个和 11 个不同牌号的产品，质量均合格，消费者
可以放心购买和使用。

33、电热毯和室内加热器。 我省电热毯生产企业仅有 1 家，
2012 年抽检 2 批次质量合格。 室内加热器生产企业约有 70 余
家，但生产规模都很小。 2012 年抽查的室内加热器涉及 68 家生
产企业，有 7 家企业的产品质量不合格，其中长沙 6 家，衡阳 1
家。 室内加热器的质量问题主要是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不合要
求，即用于连接电源的导线线径偏小或导体电阻超标，这一质
量问题可能给室内加热器的安全使用带来致命危害，也反映出
少数生产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而偷工减料、不顾安全。

（六）计量器具
2012 年抽查的计量器具只有电能表和互感器两类产品，电

能表批次合格率与去年基本持平。
34、电能表。 我省电能表生产企业有湖南威胜、长沙银电等

10 余家，产品基本上都是符合国家智能电网建设要求的电子式
智能表。 电能表的质量比较稳定，多次抽查的批次合格率保持
在 95%以上。 2012 年只有 2 个批次不合格，项目是“高频电磁场
辐射抗扰度”不达标。 这种电表，如果使用场所离电厂较近或有
较强的电磁场，计量就会出现较大误差。

35、互感器。我省约有 30 家互感器生产企业，主要分布在湘
潭、衡阳、长沙和株洲的醴陵等少数几个市。 2012 年抽查该类产
品 53 批次，经检验，质量全部达到相关标准要求。

（七）纤维纺织品
纤维纺织品主要分为服装产品、絮棉制品和床上用品。 3 类

产品的批次合格率与 2011 年比较分别是 ： 服装产品提升
13.4%，絮棉制品下降 3.5%，床上用品下降 2.5%。

36、服装、絮棉制品和床上用品。 从总体上看，纤维纺织产
品 2012 年的质量优于 2011 年， 批次合格率同比上升 4.3%，主
要体现在服装产品抽查的批次合格率明显提升。 2011 年以来，
我局加大了对服装生产企业的技术服务与日常监管力度，针对
服装生产企业举办了多期质量讲座暨新标准宣贯培训，组织专
业技术人员上门指导企业按新的国家标准组织生产，严厉查处
了部分生产企业的质量违法行为，从而有效提升了服装产品的
质量水平。 但是，服装产品的质量问题仍然偏多，其中又以学生
服（含军训服）较为突出，2012 年抽查的学生服装批次合格率只
有 72.7%， 质量问题主要是成分含量和染色牢度达不到标准要
求。 58 个不合格产品中，成分含量不合格的 36 个，占 62.1%，染
色牢度不合格的 22 个，占 37.9%，还有少量产品 pH 值超标。 成
分含量不合格，主要是服装成分含量实测值与标注值不符或差
异较大，如标注为含棉 50%，实测棉含量只有 25%。 这实际上是
一种侵害消费者利益的欺诈行为。 服装产品的染色牢度和 pH
值达不到标准要求，可能对人体皮肤造成一定伤害，洗涤时也
容易污染其他衣物，影响美观。 此外，部分絮棉制品使用的棉花
等级达不到质量要求或用部分化纤替代棉花，这表明絮棉制品
中仍有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现象。

（八）日用消费品
2012 年抽查日用消费品 5 类，其中家用杀虫用品、纸尿裤

和卫生巾的批次合格率同比都是 100%， 生活用纸和洗涤消毒
用品今年首次监督抽查，批次合格率无可比性。

37、家用杀虫用品。 我省家用杀虫用品生产企业分散在益
阳、常德、岳阳和郴州 4 市，其中“猫头”、“鹤王”系列产品有一
定知名度。 家用杀虫用品质量稳定、可靠，2012 年抽查杀虫气雾
剂 6 个、蚊香 18 个，产品全部合格，消费者可以放心使用。

38、纸尿裤和卫生巾。 我省共有纸尿裤、卫生巾生产企业 10
多家，主要集中在长沙市。 从 3 年来的抽查结果看，这两类产品
的质量明显好转。 2010 年抽查 17 批次，有 5 批次不合格，其中
还有 2 批次菌落总数超标。 2011 年和 2012 年分别抽查 17 批次
和 43 批次，质量全部合格。

39、生活用纸。 2012 年抽查的生活用纸包括纸巾纸（餐巾
纸、湿巾纸、面巾纸、抽提纸）和卫生纸等品种，涉及长沙、常德、
衡阳等市 35 家企业。 从检测结果看，生活用纸的批次合格率只
有 62.7%，是 2012 年抽查中合格率最低的产品，也是日用消费
类产品批次合格率同比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 生活用纸存在的
质量问题主要是柔韧性、 尘埃度不达标和标签不符合标准规
定。 前者说明部分纸巾纸没有韧性，易破裂、易掉屑，很有可能
是用再生纸加工而成；后者说明部分企业质量意识淡薄，或是
为了逃避责任而有意不明示企业地址、生产日期、在有效期内
使用等重要信息。

40、洗涤消毒用品。 此类产品种类繁多，2012 年抽查的主要
有洗洁精、洗衣粉、漂白粉、84 消毒液等品种，涉及长沙、株洲、
益阳等市的 18 家企业。 其中，产品市场占有率较高的有丽臣实
业生产的贝花、光辉、马头系列产品，有益阳纳爱斯生产的雕
牌、超能系列产品。 从抽检结果看，洗涤消毒用品质量尚可，61
批次产品中，只有 2 个洗洁精产品总活性物含量不达标。 总活
性物含量是衡量液体洗涤剂质量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 一般说
来，总活性物含量高的洗涤剂质量相对较好，反之，质量较差。
洗涤剂总活性物含量低，表明生产企业存在偷工减料的情况。

（九）汽车相关产品
2012 年抽查的汽车相关产品有汽车配件等 5 类， 其中汽

油、柴油、制动液、汽车配件的批次合格率同比持平，润滑油的

批次合格率则下降 22%。
41、汽车配件。2012 年抽查的汽车配件主要有驾驶室总成、汽

车座椅面料、汽车燃油箱、制动器衬片等多个品种。经检验，4 个产
品不合格，其中汽车座椅面料 2 批次，主要是燃烧特性不达标；汽
车燃油箱 1 批次， 原因是油箱盖密封性能不达标； 制动器衬片 1
批次，问题是冲击强度不达标。 这些产品的质量缺陷，都有可能给
汽车安全行驶留下隐患，给人身财产安全造成难以预计的伤害。

42、汽油、柴油和制动液。 汽油、柴油主要抽查了中石化巴陵
分公司和中石油长岭分公司两家生产企业以及中石化和中石油
两大公司在省内储备库的成品油。 从抽检结果看，所抽的 79 批
次产品全部合格，表明我省由这两家公司供应的汽油、柴油质量
可靠，消费者可以放心消费。 我省制动液生产企业只有 2 家，一
家当时未生产，另一家质量符合标准要求。

43、润滑油。 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我省现有润滑油生产企业
25 家，其中长沙 16 家，占六成多。 2012 年抽查的产品涉及 22 家
企业，主要有柴油机油、汽轮机油、齿轮油、轴承油、液压油、切
削液等多个品种。 从检测结果看，润滑油质量不容乐观，平均合
格率只有 77.5%。 9 个不合格产品中，运动黏度这一项目不合格
的占 60%以上，其他还有黏度指数、倾点、工作锥入度等项目达
不到标准要求。 此外，比较明显的问题还有两个：一是宁乡县润
滑油生产企业质量问题相对较多。 抽查 6 家企业 8 个批次，有 4
家企业 4 个批次不合格；二是个别企业质量问题突出，如抽查
某公司 3 个产品，无一合格。 对该公司已立案查处。

（十）危化品及包装物
2012 年抽查危化品及包装物的批次合格率与 2011 年比较

分别是：烟花爆竹提升 5.3%，危化气体下降 20.3%，液化石油气
下降 8.4%，危化品包装物下降 6.4%。

44、烟花爆竹。 2012 年有选择地抽查了长沙（浏阳）、邵阳、岳
阳 3 个市的 148 家企业 314 批次产品。平均合格率为 85.7%，高于
全国抽查平均合格率 2.1 个百分点，批次合格率反映如下特征：

一是主产区高于非主产区。 从表一可以看出，主产区浏阳、
醴陵市的批次合格率分别比非主产区邵阳市和岳阳市的批次
合格率高 43.7 和 40.6 个百分点。非生产区质量抽查合格率较低
的原因主要是加工作坊多、非法生产多、假冒名优多。

表一：烟花爆竹不同地区抽查结果统计表

单位 抽查批次 合格批次 合格率 抽查地域

长沙市 254 238 93.7 浏阳市

邵阳市 28 14 50 隆回县、新邵县、邵东县

岳阳市 32 17 53.1 临湘市、岳阳县、平江县

二是烟花类产品高于爆竹类产品。 从表二可以看出，组合
烟花类质量较好，批次合格率比爆竹类高 39.3 个百分点，其次
是其他类如喷花类、吐珠类等，批次合格率比爆竹类高 33.5 个
百分点。

表二：烟花爆竹不同产品抽查结果统计表
产品类别 抽查批次 合格批次 合格率/%

组合烟花类 270 241 89.3

爆竹类 26 13 50.0

其他类（喷花等） 18 15 83.3

三是产品标志不合格的问题仍然较多。 从表三可以看出，
产品标志、包装标志不合格，是影响烟花爆竹批次合格率的主
要因素，其次是引燃时间、引火线、发射筒壁厚等项目不达标，
表明部分产品存在缺陷。 抽查结果还表明，没有发现使用违禁
药物的严重质量问题。

表三：烟花爆竹不同项目抽查结果统计表
检测项目名称 检测项目数 合格项目数 项目合格率

产品标志 314 276 87.9
外包装标志 314 287 91.4
包装 314 304 96.8
引燃时间 314 291 92.7
引火线 314 303 96.5
底塞 280 280 100
烧成率/爆响率 314 312 99.4
发（喷）射高度 284 281 98.9
发射偏斜角 264 264 100
燃放效果 314 307 97.8
缺陷检查 314 307 97.8
安全性能检测 314 314 100
药量 314 313 99.7
危禁药物 314 314 100
发射筒壁厚 252 244 96.8

45、危化气体。危化气体包括氧气、氮气、氩气、溶解乙炔等，
因其对人体、 设施、 环境有危害而被国家列为重点监管目录。
2012 年我省抽检 120 余家企业的 236 个批次 ， 合格率只有
76.3%，同比下降 20.9%。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2012 年增
加了气瓶充装压力（2011 年没检测）这个项目。 检验结果表明，
危化气体短斤少量的情况比较严重，56 个不合格产品中， 除溶
解乙炔有 10 个批次存在磷化氢、硫化氢试验不合格外，其他 46
个产品都是气瓶充装压力不达标。 国家强制性标准规定了不同
气体气瓶充装压力的标准值， 这样既可保证气瓶的安全使用，
又可保证气体的充装量。 但一些不法企业为了获取最大利润，
有意降低气瓶充装压力，减少气体的充装量，从而损害了消费
者的利益。

46、液化石油气。 对液化石油气产品的监督抽查，主要是检
测液化石油气中的二甲醚含量。 二甲醚是以煤为原料制取的一
种易液化储存与运输的可燃气体。 液化石油气中掺入二甲醚的
危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二甲醚对液化
气钢瓶的橡胶密封圈有溶胀作用，长期充装掺入二甲醚的液化
石油气，可能导致钢瓶阀门漏气，引发安全事故。 二是损害消费
者利益。 二甲醚的热值只有液化石油气的 63%， 如果在液化石
油气中掺入 20%的二甲醚，则“液化气”的热值下降 7.5%。 正因
如此，液化石油气与二甲醚的市场差价每吨在 2000 元左右，一
些不法商贩将二甲醚充装到液化石油气中， 从中获取巨额差
价。 对于这一违法行为，我局近 3 年每年都组织专项抽查，并对
抽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予以严厉打击。 但是，从 3 年的抽查结
果比较，部分地区液化石油气掺杂使假的情况仍然没有从根本
上得到改观。 2010 年二甲醚含量大于 3%的占 24.2%,2011 年有
所下降，占 22.4%,2012 年又反弹，达到 29.2%。 从抽检的地区看，
岳阳抽检 17 批次，2 批次超标，占 11.7%；常德抽检 64 批次，21
批次超标， 占 32.8%； 湘西自治州抽检 8 批次，3 批次超标，占
37.5%。 抽查还发现，个别充装站的液化石油气其二甲醚含量达
到不能容忍的程度，如抽检石门广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的液化
石油气，二甲醚含量高达 83.2%，抽检保靖县永立燃气有限责任

公司的液化石油气，二甲醚含量也达到 33%。
47、危化品包装物。 2012 年抽查的危化品包装物主要突出

了用于烟花爆竹包装的瓦楞纸箱。 从检测结果看，总体质量尚
可，但地区之间的抽检结果差别较大。 长沙地区企业的产品批
次合格率是 96%， 株洲地区企业的产品批次合格率是 72.7%,娄
底地区企业的产品批次合格率是 45.5%。 从不合格项目看，主要
是边压强度和耐破强度达不到标准要求。 烟花爆竹是高危产
品，储存、搬运、运输要求非常高，如果用于包装烟花爆竹的瓦
楞纸箱不耐压、易破损，就有可能给烟花爆竹的安全储运带来
隐患，甚至导致重大安全事故。

（十一）安防产品
安防产品 2012 年首次列入重点抽查，检验结果表明，总体

质量不错。
48、 消防设备。 消防设备抽查涉及长沙 24 家生产企业，其

中，防火阀 11 批次，排烟风机 8 批次，防火门 7 批次，消火栓箱
6 批次。 从检测结果看，上述 4 类产品总体质量较好，除防火门
有 1 个产品钢质材料厚度达不到标准要求外， 其余 31 个产品
均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49、安全门和保险柜。 我省安全门和保险柜生产企业有 10
余家，但生产规模都不大，产品市场知名度不高，厂家主要分布
在长沙和岳阳（汨罗）两市。 这两类产品 2012 年抽查 12 家企业
27 批次，质量全部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十二）其他工业生产资料
2012 年抽查的工业生产资料有 5 类，其中变压器和有色金

属与 2011 年有可比性， 批次合格率均有所波动， 变压器下降
7.9%，有色金属上升 14.3%。

50、变压器。 我省有 40 余家企业生产变压器，2012 年抽检
45 批次，其中电力变压器 40 批次，干式变压器 3 批次，矿用变
压器 2 批次，电炉变压器 1 批次。 经检验，有 5 批次电力变压器
不合格，批次合格率同比下降 7.9%。 分析其原因，主要是我省变
压器生产企业规模偏小， 这些小企业在生产设备和试验条件、
设计和生产人员的专业水平、原材料和外协件的质量把关等方
面还存在缺陷和不足，因此不能保持产品质量的持续、稳定合
格。 另外，少数企业没有对产品标准进行及时更新，产品设计时
仍使用国家已经废止的标准，导致产品质量无法达到新标准要
求。 不合格项目主要有电压比、绕组直流电阻、空载损耗、负载
损耗和阻抗、总损耗等，这些指标不合格，都可能给节能降耗、
电网运行、安全用电等方面留下安全隐患。

51、电控设备。2012 年抽查的电控设备主要是关系矿山安全
运行的电传动矿用自卸车、蓄电池电动平车、矿用变频调速牵引
电机、变桨减速器等 10 余个品种，36 个产品全部出自湘潭市。从
检验结果看，26 家企业生产的矿用电控设备系列产品，总体质量
比较好，抽查虽有 2 批次产品直流电阻项目不合格，但都属于边
缘指标，企业稍加整改，其产品完全可以达到合格要求。

52、烟花爆竹加工机械、电子陶瓷和有色金属。 2012 年抽查
的烟花爆竹加工机械分别出自浏阳市和醴陵市的生产企业，主
要有结鞭机、卷筒机、固引机、和硝机、装药机、插引机、封装机
等系列产品；抽查的电子陶瓷全部出自娄底市新化县的生产企
业，主要有陶瓷水阀片、陶瓷放电管、陶瓷动作杆、陶瓷保险管、
陶瓷密封圈、陶瓷灯头、陶瓷电阻等不同品种；抽查的有色金属
85%出自郴州市的生产企业，主要品种有锌锭、铅锭、铋锭、银
锭、锡锭、碲锭等。 烟花爆竹加工机械和电子陶瓷产品，2012 年
首次列入重点抽查，检测结果表明质量不错；有色金属去年抽
查合格率是 85.7%，主要是湘西自治州企业的产品，2012 年抽查
的地域不同，产品合格率比 2011 年有所提升。

三、主要工作成效
1、抽查的覆盖进一步拓宽。 2012 年相对于 2011 年，抽查产

品类别增加 20 类，达到 63 类，新增的产品主要是农资、建材、家
用电器、安防产品、日用消费品，这些产品包括:农用运输车、水田
耕整机、水泵、农用柴油机、碾米机和粉碎机、喷雾器、收割机、商
品混凝土、防水材料、塑料管材、开关插座、铅酸蓄电池、电冰箱、
电热水器、电热毯、室内加热器、生活用纸、洗涤消毒用品、消防设
备、安全门和保险柜等。 由此，影响国计民生和人身健康、财产安
全的重要工业产品的抽查覆盖面有了更宽的拓展。

2、抽查的重点进一步突出。一是突出了产品的重点。重点抽
查了化肥、水泥、电线电缆、建筑钢材、水田机械等，这些产品抽
查基本覆盖了省内同类产品所有生产企业； 二是突出了区域的
重点。 重点抽查了桃江县的细木工板、浏阳市的烟花爆竹、双峰
县的碾米机和粉碎机等；三是突出了检验指标的重点。如重点检
验液化石油气中的二甲醚含量、水田机械的安全防护装置、农药

中的高毒原药等；四是突出了重点的对象。对有过历史违法记录
的企业进行了跟踪式抽查，对小微企业进行了拉网式抽查，对投
诉比例高、社会关注多的焦点企业进行了针对式抽查。

3、抽查的公正进一步保障。 一是此次抽查的产品全部安排
国家、省、市级质检中心承检，技术力量相对较弱的县级质检机
构没有承担检验任务，确保了检验设备和技术力量与检验工作
要求相适应；二是流通市场抽样与生产企业抽样相结合，样品
的代表性有保证； 三是质检机构抽样与稽查机构抽样相结合，
样品的公正性有保证；四是承检机构检验结果实行了第三方比
对，确保了检验数据的真实、准确、公正、可靠。

4、 产品的质量进一步提升。 一是抽查合格率略比 2012 年
国家监督抽查（90.2%）平均合格水平高 0.4 个百分点，且比 2011
年省内监督抽查合格率（90.1%）高 0.5 个百分点。 二是部分产品
批次合格率上升幅度较大，如农资产品、建材产品、装饰装修材
料、纤维纺织品等，平均合格率同比分别提升 6.8%、4.8%、10.6%
和 4.3%。 在这次抽查的 63 类产品中，有电热毯、汽油、防盗安全
门、纸尿裤、卫生巾等 23 类产品抽查合格率达到 100%，有化肥、
建筑钢材、通用水泥、人造板等 23 类产品抽查合格率在 90%以
上，有农药、防水卷材、变压器、烟花爆竹等 12 类产品抽查合格
率在 80%以上，只有液化石油气、危化气体、润滑油、生活用纸、
板式家具 5 类产品抽查合格率低于 80%。 三是部分产品只是标
签标注不合格， 若按实物质量合格率计算， 平均合格率应为
94.2%，同比上升 6.6 个百分点；四是大、中型企业的平均合格率
保持在 98%和 93%左右的质量水平。

5、产品的风险进一步降低。 一是没有发现国家明令禁用的
物质。 如农药中禁用的高效原药 1605、甲胺磷，烟花爆竹中禁用
的氯酸盐，服装产品中未发现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和重金属
等；二是产品中影响人体健康的物质的比重明显减少。 如细木
工板、板式家具和服装产品中的甲醛释放量，卫生巾、纸尿裤和
生活用纸制品中的菌落总数等。 三是部分产品的不合格指标接
近临界值或易于整改。 如农用运输车的环境噪声、碾米机的吨
料耗电、水田耕整机的安全防护装置、混凝土管材的外部质量
等，这些不合格指标或项目，企业稍加整改，其产品便能达到合
格水平。

6、主体的责任进一步落实。 连续几年的监督抽查，促进企
业提高了产品质量意识，企业的主体责任得到进一步落实。 不
少企业在原辅材料把关、生产过程控制、生产工艺优化、生产设
备改造、企业人员培训、产品标准宣贯、出厂检验把关等方面都
有明显变化和质的提升。

7、处置的效能进一步优化。 根据《产品质量法》、《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依法进行了公布。 第一轮和第二轮的抽查结果已分别在
《湖南日报》进行了公布，农资产品还结合“质监利剑护农”行动
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此项发布为全年的总体抽查情况。 二是依
法进行了处理。 到目前为止， 第一轮和第二轮抽查中的 290 余
家不合格产品生产企业全部得到有效处理。 其中，对 70 余家严
重不合格产品企业给予了行政处罚；对 190 余家一般不合格产
品企业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 另有 30 余家企业因多种原因
停产或自行退出市场，这些企业中，涉及到生产许可证或其它
质量认证的，其证件将被注销。 第三轮抽查中的不合格产品生
产企业，正在依法依规进行后续处理。

2012 年的监督抽查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个别产
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值得关注。 如液化石油气掺杂使假的情况还
比较严重， 主要原因是利益驱动使得一些不法商贩铤而走险。
二是一些区域性质量安全整治还没有完全到位。 如桃江县的细
木工板、怀化和湘西自治州等地的冷轧钢筋等。 三是小微企业
的责任落实还要进一步加强。 如建筑外窗取消生产许可证管理
后，很多私营资本进入这个行业，但规模都很小，管理水平跟不
上，质量责任也难落实。 四是部分属于产业政策淘汰或关闭的
企业还在生产。 如部分小水泥生产企业属于淘汰关闭的对象，
但还在继续生产， 这些企业基本没有生产设备的更新和投入，
管理也相对松弛，产品质量难以保证。 五是一些行业的潜规则
有待破除。 如电线电缆行业的低价竞标、服装产品的虚假标识、
液化石油气的掺杂使假等。

四、提升成因分析
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得以稳步提升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

四个方面：
一是“四化两型”战略的持续推进，提升了地方工业发展的

质量。 近年来，我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为主
线，以技术创新为动力，坚持将新型工业化作为富民强省第一
推动力，大力推进“四化两型”、“四个湖南”建设，全面实施“四
千工程”和“753 工程”，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与人民群众生
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部分重点工业产品产业化、集群化、园区化
加快了产品更新换代、质量升级；一些小微企业和技术落后型
企业通过整合兼并，形成了规模化生产能力，提升了规范化管
理水平，工业发展质量明显提升，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能力得
到同步提升。

二是《质量发展纲要》的高调出台，提升了我省质量工作的
地位。 2012 年国务院第一个常务会议就专题研究如何进一步加
强质量工作。 2 月 6 日，国务院出台《质量发展纲要》，全面部署
2012 年-2020 年的质量工作。 全省上下深入开展“质量兴湘”战
略和“标准化战略”，创立“省长质量奖”和“市（州）长质量奖”，
大力培育名牌产品,质量工作的地位得到提升，质量工作的发展
环境得到优化，质量工作的激励措施得到落实，产品质量呈现
稳步提升的可喜局面。

三是部门监管举措的不断创新，促进了企业主体责任的落
实。 近年来，我局围绕“抓质量、保安全、促发展、强质监”的中心
任务，通过在全省推进工业产品质量分级分类监管、开展重点
工业产品质量提升行动、完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制度、加强产
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控、 约谈不合格产品生产企业法人等措施，
有效促进了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企业的质量、安全、品牌意识
得到全面强化。

四是执法打假行动的有力开展， 遏制了质量安全违法的行
为。 2012 年，我局以“质监利剑执法行动”统揽执法工作全局，围
绕老百姓关心的食品、农资、建材、日化、汽配、酒类等重点产品，
把执法打假和专项治理结合起来， 先后开展了查食品保安全、查
建材保建设、查农资保耕种等“六查六保”战役，组织了“利剑护
农”行动、电煤整治行动、汽车配件打假行动、 “打黑除四害”专项
行动、食品“一非两超”打击行动，特种设备打非治违行动、浏阳花
炮专项打假行动以及“三材两电” 重点整治（建筑钢材、铝合金型
材、人造板材、电线电缆）等 15 个专项行动，整治重点产品质量问
题区域 16 个， 捣毁制假窝点 150 个， 立案查处各类违法案件
9190 起，其中移送司法机关 34 起，查获假冒伪劣产品货值金额
过亿元。 强有力的执法打假和专项治理行动，营造了打假治劣的
高压态势和提质保安的良好环境，也有效震慑和遏制了制假售劣
的违法行为。如桃江县的细木工板，经过专项整治，产品质量明显
提升，2012 年抽查合格率比整治前提高 26 个百分点。

五是定检抽查机制的逐步完善， 形成了独具湖南特色的体
系。 2010 年，省政府出台《湖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办法》（247
号省长令）后，去年，省财政安排 1500 万元专项经费用于重点工
业产品抽查，有了这些利好政策、法规制度的保障支持，具有湖
南特色的“以国家监督抽查和联动抽查为龙头，以重点工业产品
监督抽查为突破、以一般工业产品定期监督检查为基础、以市场
风险监控抽查为反射” 的监督抽查工作体系逐步完善并进入良
性循环轨道，为提升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后续推进措施
1、持续推进质量提升活动。 做好电线电缆、化肥、人造板、

眼镜、建筑钢材、液化石油气等 10 类产品的质量提升，以整治
促提升，真正实现整治一个行业，提升一类产品质量。

2、全面推开分类监管工作。按照产品分类、企业分级、监管
分等的原则，创新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制和模式，推进分类监
管、监督抽查、风险监控一体化信息化平台建设，在今年 3 月底
前完成所有生产许可发证和 3C 认证产品的分类监管。

3、持续保持打假高压态势。以抽查质量较为低劣的小型农
机、板式家具、瓶装石油气为重点，开展“五查五保”战役，突出
打击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潜规则”问题，确保日用
消费品、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

4、继续开展重点整治区域。 围绕大行业、大企业、大产品，在
以往区域整治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针对近年来暴露出来的行
业性、区域性新问题，特别是针对此次抽查中发现带有区域性质
量问题的产品，重新确定一批重点整治区域，深入推进区域整治。

5、加严实施质量跟踪抽查。依托已经建立的以重点产品监
督抽查为主导，以风险监控抽查为反射，以定期监督检查为补
充的产品质量监督新机制， 对 2012 年监督抽查中质量问题相
对较多的产品和出现不合格产品的生产企业， 列入 2013 年重
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计划，实施跟踪抽查，强化后处
理工作，提升监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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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产品质量法》、《湖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办法》、国家质检总局《全国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指南》和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我局组织 4 家省局

直属检验机构、14 个市州质检所、12 个省级质检中心和 5 个省级授权机构对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用户、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产品，开展监督
抽查。 抽查工作分三批进行，第一批于 1 月中旬开始，4 月中旬完成；第二批于 5 月上旬开始，7 月下旬完成；第三批于 9 月中旬开始，11 月下旬完成。 现将有关情况综合报告如下：

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3 年 1 月 21 日）

执法人员在抽检化肥样品质监工作人员对建材样品进行抽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