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一、总体情况：
2013 年全省共抽查烟花爆竹 1407 批次，

涉及 983 家企业，经国家烟花产品质量安全监
督检验中心检验，合格 948 批次，总体合格率
为 67.4%，实物合格 1053 批次，实物合格率为
74.8%。 其中，组合烟花类抽查 803 批次，合格
643 批次，总体合格率为 80.1%；实物合格 688
批次， 实物合格率为 85.7%。 爆竹类抽查 534
批次，合格 246 批次，总体合格率为 46.1%；实
物合格 306 批次，实物合格率为 57.3%。 其他
类抽查 70 批次，合格（实物合格）59 批次，总
体（实物）合格率为 84.3%。

二、基本结论：
一是存在致命缺陷的产品所占比例较小。

烟花在燃放过程中出现火险、低炸、炸筒或散
筒等现象，就有可能对周边的人员或财产安全
构成直接危害。这些问题习惯上称之为致命缺
陷。本次抽查，有致命缺陷的产品占比较小。如
药量超过标准规定的只占抽查总量的 0.5%，
且比 2012 年下降 0.3 个百分点； 燃放中出现
低炸、 炸筒、 断火等缺陷的只占抽查总量的
3.6%，比 2012 年下降 1.3 个百分点。 二是主产
区企业的产品质量稳中有升。 我省烟花爆竹的
主产区主要在浏阳和醴陵。 浏阳和醴陵两市分
别有生产企业 740 家和 380 家， 分别约占全省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总量的 42%和 21.4%。本次抽
查浏阳市烟花爆竹产品平均合格率达到 94.6%，
比全省平均合格率高 27 个百分点；醴陵市烟花
爆竹产品质量总体水平逐年提升， 大部分规模
企业质量稳定、产品合格率提高。三是烟花类产
品质量优于爆竹类产品质量。本此抽查喷花类、
旋转类小产品合格率最高，达到 84.3%；其次是
烟花类，合格率为 80.1%；最低的是爆竹类，合格
率只有 46.1%。烟花类产品质量优于爆竹类的主
要原因：一是国家对烟花类产品标准要求更高、
监管措施更严、抽查频次更多；二是烟花类产品
工艺技术较为复杂，价格较高，风险较大，企业
对质量安全更为重视、责任落实也比较到位。四
是区域性的质量问题仍然存在。 我省烟花爆竹
产品生产企业还遍布宁乡、宜章、祁东、祁阳、双

峰、隆回、临澧、辰溪、岳阳、安化等四十余个县
市，抽检结果表明，部分县市存在区域性的质量
问题。 这主要与企业的产品结构、生产规模、装
备水平、管理能力、技术力量、市场份额、企业效
益等因素有关。 也有个别企业故意生产和销售
假冒伪劣产品，非法牟利。 五是不合格项目主要
集中在产品标志、引燃时间和包装标志上。 459
批次不合格产品中， 产品标志不合格 375 批
次， 占不合格产品的 81.6%； 引燃时间不合格
296 批次，占不合格产品的 64.5%； 包装标志不
合格 67 批次， 占不合格产品的 14.6%。 产品标
志、 引燃时间和包装标志这 3 项指标不合格是
造成烟花爆竹总体合格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产
品标识标注不合格， 主要是一些企业没有认真
执行标准或对标准理解不透， 总认为标志标识
与产品质量不相干， 因而在产品标志标识上存
在很大的随意性。

三、后续措施：
一是开展质量提升行动。 以浏阳和醴陵两

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为重点， 开展质量提升行
动， 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严格产品批批检
验，扎实推进分类监管，带动其他县市烟花爆竹
产品质量总体提升。二是推进区域专项治理。在
当地政府统一领导下，会同相关部门，开展打非
治违联合执法和整治，取缔、关停、整并一批生
产条件差、 管理水平低、 产品问题多的生产企
业。三是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对有致命缺陷和涉
嫌假冒的产品，责令企业停止生产和销售，责成
相关市州、县区质监局从速查处。 涉及刑事犯罪
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四是强化标准宣贯
执行。 近期，相关市州、县区质监部门将分期分
批组织辖区内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集中宣贯标
准，切实解决标志、标识不符合强制性标准要求
的问题。 五是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两节”前夕，
质监部门将会同公安、安监等部门，进一步强化
进京烟花定点生产企业的监管， 开展生产、储
运、销售三大环节的执法大检查，严厉打击无证
生产、无证销售、伪造浏阳地理标志、假冒浏阳
厂名厂址、使用违禁药物等违法行为。

2013年全省烟花爆竹产品监督抽查质量情况简析

品名 标号 抽查
批次

合格
批次

不合格
批次

批次合
格率（%）

汽油 97 172 162 10 94.2
93 464 372 92 80.2

柴油
普通 190 171 19 90
车用 86 62 24 72.1

合计 912 767 145 84.1

表二、2013 年全省汽、柴油质量抽查结果分标号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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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 2013 年重点工业产品
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基本情况

� �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湖
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办法》 和国家质检总
局《全国重点工业产品质量监督目录》的规定
和要求，2013 年，省质监局结合湖南实际，组
织开展了农资、建材等 13 大类重点工业产品
质量安全监督抽查， 共抽查复混肥、 建筑钢
材、学生服装、车用油品、烟花爆竹等 85 小
类、9236 批次产品， 涉及 6368 家生产企业，
经省级以上法定质检机构检验， 合格产品
8243 批次，合格企业 5459 家，产品合格率为
89.2%，企业合格率为 85.7%。 其中，产品实物
合格 8518 批次，实物合格率为 92.2%。 此外，
组织开展市场风险监控抽查 357 批次， 合格
294 批次，批次合格率为 82.4%。

2013 年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
查的主要特点：

一是突出了抽查重点。 今年重点工业产
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 主要突出了关系公
共、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产品，如建筑钢材、人
造板、危险化学品、校车、汽车配件、室内加
热器等； 突出了重要工农业生产资料和装
备，如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变压器、工矿电
控设备、磁力起重设备等；突出了重要能源

产品，如汽油、柴油、液化石油气等；突出了
行业或区域性质量安全问题比较明显的产
品，如烟花爆竹、电线电缆、危化品包装、细
木工板等；突出了用户和消费者投诉举报的
热点产品，如家具、学生服装、眼镜、絮棉制
品、农用运输车等。这些产品不仅是今年、也
是今后一个时期全省产品质量监管工作的
重中之重。

二是确保了结果公正。 今年重点工业产
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省质监局采取了五项
措施：一是制定了抽查细则。 抽查细则根据
不同产品而制定， 主要是统一了抽查品种、
时间、方法、地点和数量，同时对样品流转、
检验时限、检验过程、结果判定、报告送达、
后续处理等环节提出了明确要求。 二是明确
了承检机构。 规定省以上法定质检机构和设
在市州局的省级质检中心才有资格承担重
点工业产品监督抽查检验任务。 三是组织了
专题培训。 省质监局组织各市州局的抽样人
员、省质检院组织相关质检机构的检验人员
进行了专题培训，并严格了相关纪律。 四是
实行了抽检分离。 今年的监督抽查，全部产
品实行抽检分离。 即抽样人员与检验人员分

离，抽样单位与承检机构分离，所有检验人
员一律不参与产品抽样。 五是开展了盲样比
对。 省质监局组织相关质检机构开展了化
肥、水泥、钢材和车用油品等产品的比对检
验， 还组织开展了部分产品的盲样检验，并
对相关单位的检验结果进行了综合评价。 这
些措施，有效保证了所抽样品的符合性和代
表性、检验结果的公正性和准确性、监督抽
查的时效性和权威性。

三是扩大了抽查覆盖。今年重点工业产品
监督抽查涉及的品种多、覆盖的范围广，是监
督抽查制度实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一是地
区覆盖最全。 全省 120 余个县市区，凡是有相
关重点工业产品生产企业的，全部实施了同步
抽查；二是企业涉及最广。 今年抽查企业 6368
家，约占全省工业产品生产企业总量的 15.9%，
同比提高 6.8 个百分点；三是品种占比最大。今
年抽查产品 85 类， 占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重
点产品监管目录 286 类的 30%，同比提高 8 个
百分点。 四是抽查批次最多。 今年包括市场风
险监控抽查共计 9593 批次 ， 比去年增加
83.6%。

四是提升了产品质量。 一是批次合格率

比今年全国监督抽查平均合格率高 0.3 个百
分点。 二是部分产品批次合格率比去年有较
大幅度提升，如农资产品、装饰装修材料、日
用消费品、汽车相关产品等，这些产品平均合
格率分别提高 3 个百分点以上。 三是大部分
产品保持较好的质量水平， 合格率在 90%以
上的有 67 类，占抽查品种的 78.8%。 其中，尿
素、竹木地板、纸尿裤、卫生巾、家用杀虫剂、
儿童玩具、防盗安全门等 31 类产品合格率达
到 100%，占 36.5%；复混肥、柴油机、通用水
泥、安全玻璃、定配眼镜等 20 类产品合格率
在 95%以上，占 23.5%；磷肥、耕整机、铝合金
型材、细木工板等 16 类产品合格率在 90%以
上，占 18.9%。 四是今年总体合格率虽比去年
（90.6%） 略有降低， 但实物质量合格率达到
92.2%（不包括单纯的标志、 标识不合格），比
去年高 1.6 个百分点。 五是大、中型企业的产
品质量保持较好水平， 抽查合格率在 93%～
98%之间。

五是降低了安全风险。 一是没有发现国
家明令禁用或不允许存在的物质。 如农药中
的高效原药 1605、甲胺磷等，服装产品中的
可分解芳香胺染料和重金属等； 二是产品中

危害人身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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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吨料电耗、水田耕整机的安全防护装置、烟花
爆竹的标识标志、 室内加热器的电源连接和
外部软线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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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是强化了后续处理。 对今年重点工业
产品监督抽查中出现的不合格产品， 一是依
法进行了公布。农资产品还结合“质监利剑护
农”行动、车用油品结合长株潭灰霾治理和汽
柴油标准升级、 烟花爆竹产品结合即将来临
的“两节”产销旺季召开了专题新闻通报会。
二是依法进行了处理。 今年监督抽查涉及的
900 余家不合格产品生产企业， 目前已经做
出行政处罚和产品整改复查处理的有 600 余
家，约占 66.7%，尚有 300 余家企业下达了责
令改正通知书，目前正在依法处理中。三是依
规进行了移送。 对今年市场风险监控抽查中
出现的不合格产品， 已全部移送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处理。

相关链接：

一、13 大类重点工业产品抽查批次示意图

� � � �五、2010 年至 2013 年省级监督抽查部分重点工业产品质
量水平提升示意图

� � � �三、2010 年至 2013 年省级监督抽查重点工业产品批次、
企业数量增长示意图

四、2010 年至 2013 年省级监督抽查重点工业产品品种增长示意图

产品名称 抽查
批次

合格
批次

批次
合格率
（%）

产品名称 抽查
批次

合格
批次

批次
合格率
（%）

复混肥 327 312 95.4 液化石油气 103 91 88.3
磷肥 60 54 90 危化气体 100 99 99
农药 57 51 89.5 化学试剂 101 98 97
小型柴油机 21 20 95.2 烟花爆竹 1407 948 67.4
小型水泵 34 34 100 电线电缆 153 141 92.2
碾米粉碎机 30 27 90 开关插座 59 57 96.6
水田耕整机 87 81 93.1 灯具 98 96 98
农用运输车 40 39 97.5 室内加热器 55 45 81.8
通用水泥 300 287 95.7 铅酸蓄电池 17 17 100
建筑钢材 199 167 83.9 防盗安全门 19 19 100
商品混凝土 291 259 89 消防设备 91 91 100
预制空心板 530 514 97 危化品包装 184 172 93.5
水泥排水管 102 102 100 冷热水表 37 37 100
铝合金型材 35 33 94.3 电能表 55 54 98.2

二、2013 年部分重点工业产品监督抽查数、质量情况统计表
产品名称 抽查

批次
合格
批次

批次
合格率
（%）

产品名称 抽查
批次

合格
批次

批次
合格率
（%）

塑料管材 54 49 90.7 互感器 44 44 100
建筑外窗 60 60 100 车用汽油 636 534 84
防水材料 48 44 91.7 车用柴油 276 233 84.4
安全玻璃 112 109 97.3 润滑油 25 23 92
细木工板 98 93 94.9 汽车配件 60 59 98.3
竹木地板 17 17 100 电力变压器 20 18 90
油漆涂料 80 77 96.3 工矿电控设备 59 59 100
胶粘剂 31 30 96.8 磁力起重设备 84 84 100
板式家具 51 45 88.2 电容器 149 148 99.3
卫生巾 48 48 100 电子陶瓷 203 203 100
纸巾纸 82 76 92.7 有色金属 217 217 100
洗涤用品 67 65 97 烟花爆竹机械 49 48 98
定配眼镜 626 617 98.6 耐火材料 40 40 100
学生服装 449 381 84.9 焊剂 24 24 100
絮棉制品 154 140 90.9 混凝土电杆 121 121 100

� � � �一、总体情况：
2013 年全省监督抽查车用汽、柴油 912

批次，合格 767 批次，批次合格率为 84.1%。
其中，抽查汽油 636 批次，合格 534 批次，批
次合格率为 84%；抽查柴油 276 批次，合格
233 批次，批次合格率为 84.4%。

二、质量分析：
1、按来源分：样品来源具有广泛的代表

性。 详情见下表：

2、按标号分：基本覆盖了目前市场上销
售的品种。 详情见下表：

3、 按项目分：102 批次不合格汽油中，
硫含量超标的 70 批次，占 68.6%；辛烷值（俗

称汽油标号 ） 低于规定值的 65 批次 ，占
63.7%；甲醇含量超标的 46 批次，占 45.1%；
苯含量超标的 28 批次，占 27.5%；氧含量超
标的 28 批次，占 27.5%；溶剂洗胶质含量超
标的 9 批次，占 8.8%；另有 2 个油品馏程不
合格。 43 批次不合格柴油中，硫含量超标的
35 批次，占 81.4%；闪点超标的 11 批次，占
25.6%；密度低于或超过规定值的 7 批次，占
16.3%；酸度超标的 5 批次，占 11.6%；馏程不
合格 5 批次，占 11.6%。

4、按程度分：145 批次不合格车用油品
中，重要质量指标 1 项不合格的 60 批次，占
41.4% ；2 项 指 标 不 合 格 的 41 批 次 ， 占
28.3%；3 项以上不合格的 45 批次， 占 31%。
有些油品的重要质量指标严重不合格 ，如
93 号汽油辛烷值只有 81.5， 低于标准规定
值 11.5%；硫含量达到 0.27%，是标准规定值
的 18 倍；个别车用柴油硫含量达到 5081㎎/
㎏，超标 14.5 倍。

三、基本结论：
一是大型炼厂和油品储备等供油渠道

质量有保证。 本次抽查中石化巴陵分公司
和长岭分公司两家炼厂以及全省 16 个成
品油储备库的汽柴油 44 批次，质量全部合
格， 表明供应全省绝大部分加油站的成品
油质量有保证。 二是中石化和中石油等主
流油站的油品质量可靠。 据统计，中石化、
中石油目前在湖南的加油站分别有 1535
个、和 537 个，两家公司的加油站约占全省
加油站保有量的 54.7%。 抽查结果表明这两
家公司自建自营、统一管理的加油站，油品
质量都稳定可靠。 三是社会加油站合格率
虽偏低但总销量占比很小。 本次抽查社会
加油站有近 4 成油品存在质量问题， 但销
量占比很小。 据统计，2012 年全省社会加油
站共销售汽柴油 29 万吨，仅占全省汽柴油
销售总量（约 821 万吨，其中汽油 302 万吨，
柴油 379 万吨）的 4%。四是城乡油站的油品
质量差异较大。 总体上看，长株潭地区的抽
查合格率高于其他市州的抽查合格率 ；市

州城区的抽查合格率高于县乡的抽查合格
率。 这主要与中石化、中石油的布点有关。
五是不同标号的油品质量差异明显。 检验
结果表明，97 号汽油比 93 号汽油的合格率
高 14 个百分点， 普通柴油比车用柴油的合
格率高 17.9 个百分点。 这些情况除受工艺、
装备、 炼化技术、 生产成本等因素的影响
外，还与炼厂规模大小、运销环节管控以及
油品使用对象、销售价格利差、油品资源紧
缺程度有关。 六是硫含量超标在不合格油
品中占比较大。 经统计，不合格汽油中，硫
含量超标的占 68.6%，不合格柴油中，硫含
量超标的占 81.4%。 机动车尾气排放的主要
是硫化物颗粒、氮氧化物颗粒和不完全燃烧
的碳颗粒，这些细微颗粒对大气构成严重污
染。 硫是造成大气污染、导致灰霾形成的主
要原因之一。

四、成因分析：
一是社会油站大多无行业协会组织，油

品质量难管理。 据了解，目前我省除长沙市
外，其他市州社会加油站暂无行业协会。 二
是社会油站油品来源渠道不稳定，油品质量
难控制。 社会加油站一般都是小规模经营，
没有完整、稳定的炼油、储运、销售产业链。
三是社会油站缺乏验收自检能力，油品质量
难把关。社会加油站一般没有条件对购进的
油品进行质量检验把关。四是个别社会加油
站唯利是图，油品质量难保证。受利益驱动，
个别加油站涉嫌制售掺杂使假、低质伪劣产
品，非法牟取不当正当利益。

五、后续措施：
一是继续开展监督抽查。 今冬明春结

合油品质量标准升级继续开展全面监督抽
查， 并将本次抽查不合格的油站作为重点
跟踪抽查对象；二是依法实施后续处理。重
点做好责令整改、技术指导、跟踪复查、依
法查处、部门通报、公开发布六件事；三是
完善联动监管机制。 加强与环保、商务、工
商、能源等职能部门的联系与沟通，建立健
全部门联动监管机制。

2013年全省车用油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解读

品名 油品来源 抽查
批次

合格
批次

不合格
批次

批 次 合
格率（%）

汽油

成品油库 25 25 100
中石化 226 226 100
中石油 119 119 100
中海油 4 4 100
社会油站 262 160 102 61.1
小计 636 534 102 84

柴油

成品油库 19 19 100
中石化 78 78 100
中石油 62 62 100
中海油 4 4 100
社会油站 113 70 43 61.9
小计 276 233 43 84.4

累计 912 767 145 84.1

表一、2013 年全省汽、柴油质量抽查结果分来源统计表

（本版图文均由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