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产领域
不合格产品名单

部分合格产品名单 省质量技术监督系统举报投诉电话:12365

（2014 年第 15 号）

� �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湖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办法》的有关规定，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于 2014 年二季度组织开展了液化石
油气等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现将部分抽查结果予以公布。

注：其他合格产品名单可登陆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门户网站（www.hn315.com）查询。

序号 标称生产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商标 规格 联系电话
1 湖南省九喜日化有限公司 蚊香（花香型） 九喜 160g/盒 0730-3393999
2 湖南省九喜日化有限公司 杀虫气雾剂（橙香型） 九喜 600mL/罐 0730-3393999

3 中山榄菊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蚊香（强力型） 榄菊 36单圈 0760-22510888��
22126150

4 中山榄菊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蚊香（高级型） 榄菊 10单圈 /盒 0760-22510888��
22126150

5 中山榄菊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蚊香（儿宝健无烟） 榄菊 20单圈 /盒 0760-22510888��
22126150

6 中山榄菊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电热蚊香片（儿宝健） 榄菊 75片 0760-22510888��
22126150

7 中山榄菊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杀虫气雾剂(速杀型) 榄菊 600mL/罐 0760-22510888��
22126150

8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蚊香（无烟桂花檀香） 彩虹 10单圈 /盒 0731-85459751
9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电热蚊香片（无味） 彩虹 75片 0731-85459751
10 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杀虫气雾剂（无味水基配方） 彩虹 600mL/罐 0731-85459751
11 江苏庄臣同大有限公司 蚊香（花香） 全无敌 31g×20双盘 0519-85121567
12 江苏庄臣同大有限公司 杀虫气雾剂(清香) 全无敌 600mL/罐 0519-85121567
13 郴州旭辉气体有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 商品丙丁烷混合物 13807356755
14 郴州四海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液化石油气 / 商品丙丁烷混合物 13807358833
15 郴州市长城液化气站 液化石油气 / 商品丙丁烷混合物 13807358833
16 嘉禾县广发液化气站 液化石油气 / 商品丙丁烷混合物 0735-6861856
17 嘉禾县石桥镇液化气站 液化石油气 / 商品丙丁烷混合物 0735-6801184
18 嘉禾县城西液化气站 液化石油气 / 商品丙丁烷混合物 0735-6632738

19 湖南省嘉禾县东塔液化气站 液化石油气 / 商品丙丁烷混合物 13789114064��
13467866788

20 衡阳市恒能燃气有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 商品丙丁烷混合物 13807342231
21 衡南县易达燃气有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 商品丙丁烷混合物 13574784133
22 衡阳五强动力有限公司液化气站 液化石油气 / 商品丙丁烷混合物 13975438629
23 衡阳县衡峰液化气站 液化石油气 / 商品丙丁烷混合物 13307347587

24 衡阳凯翔液化气有限责任公司向阳桥
供应站 液化石油气 / 商品丙丁烷混合物 13807349629

25 邵阳市广源液化石油气储配站 液化石油气 / 商品丙丁烷混合物 15173932666
26 湖南雪纳新能源燃气有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 商品丙丁烷混合物 13707326584

序号 标称生产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商标 规格 联系电话

31 新化县爱洁被服厂 军训服 / / 13975107960
32 湘潭市明珠服饰有限公司 学生服 / / 13017322002
33 湘潭多嘉被服有限公司 军训服 / / 13975219239
34 溆浦县顺成服装有限公司 学生服 / / 13874593188
35 浏阳市同升服装厂 学生服 / / 13875867316
36 浏阳市淮川庆丰服装厂 学生服 / / 15802677322
37 醴陵市金手指服装厂 学生服 / / 13027455377
38 湖南阳光蓬峰服饰有限公司 衬衣 / / 0731-23733800
39 湖南新姿服饰有限公司 学生服 / / 13707413073
40 湖南省忘不了服饰有限公司 西服 忘不了 / 0731-85858989
41 湖南省忘不了服饰有限公司 休闲裤 忘不了 / 0731-85858989

42 湖南省长沙易格实业有限公司 西服 易格 / 0731-84429002��
87828498

43 湖南旭荣制衣有限公司 学生服 旭荣 / 13762718090
44 益阳市金色花蕾制衣厂 学生服 / / 13507370129
45 上海依视路公司（龙山五官科医院） 镜片 碧碧及亚 1.55加膜片 0743-2156789
46 瑞安星辉眼镜公司（龙山五官科医院） 镜架 海歌 9061�52-15 0743-2156789
47 攸县港澳眼镜配镜中心 验配眼镜 / / 0731-24223676��
48 衡阳市光明眼镜有限公司 定配眼镜 / / 0734-8212817

49 长沙市岳麓区宝光眼镜店（长沙市四医
院天明视光中心） 验配眼镜 / / 0731-85217300

50 湖南东永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5%噻嗪.异丙威可湿性粉剂 / 40g/包 0736-2721218
51 湖南东永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300g/L苯甲.丙环唑乳油 / 8ml/包 0736-2721218
52 湖南东永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30%草甘膦可溶性粉剂 / 80g/包 0736-2721218

53 长沙市开福区新河餐巾纸厂 纸巾纸 / 17抽 /盒 0731-84849833��
13627417020

54 深圳市耀群实业有限公司 女鞋 达芙妮 1014101131115 4008211999

30 长沙凤丽服饰有限公司 军训服 / / 13317481598

27 邵东新明燃气有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 商品丙丁烷混合物 /
28 炎陵县炎帝液化气有限责任公司 液化石油气 / 商品丙丁烷混合物 0731-26222198
29 衡东县大浦液化气站 液化石油气 / 商品丙丁烷混合物 0734-5375065

序号 标称生产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商标 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 不合格项目
1 邵东县创亿电器厂 立式饮水机 俊可 YC-LB 2014-02 稳定性和机械危险
2 邵阳大成大器股份有限公司 饮水机 / DC-TW� 2014-02 输入功率和电流等
3 长沙市南都纸业有限公司 复印纸 云章枫叶 A4�210×297�500张 /包 / 定量等
4 益阳碧云风纸业有限公司 抽纸 碧云风 48抽 /包 2014-01 可迁移性荧光增白剂
5 岳阳丰利纸业有限公司 南方花无芯卷纸 南方花 110mm×145mm/节 标识
6 岳阳县洞庭造纸厂 澳雅德刀切纸 1×240mm×320mm�

3千克 /件 2014-03-01 标识
7 湘阴县康杰纸制品厂 康杰卷筒卫生纸 康杰 KT-130 2014-02-28 标识
8 湘阴县康杰纸制品厂 面巾抽纸 康杰 2×200抽 2014-02-28 标识
9 张家界多福餐巾纸制品厂 纸巾纸 心蕊 195mm×140mm×2层 2014-03-12 纵向湿抗张强度
10 常德市鼎城区花之恋纸品加工厂 面巾纸 华之恋 8片 /包 2014-03-25 标识
11 常德市鼎城区花之恋纸品加工厂 抽提纸 华之恋 48抽 /包 2014-03-25 标识等
12 鼎城区武陵镇海达卫生纸品厂 卫生纸（扁形） 12卷 /提 2014-03-09 标识
13 鼎城区武陵镇海达卫生纸品厂 卫生纸（圆形） 10卷 /提 2014-03-09 标识
14 长沙市雨花区益民卫生用品厂 散纸 康怡 标识
15 娄底市湘中液化石油气销售中心

双峰县储配站 液化石油气 / 商品丙丁烷混合物 / 铜片腐蚀
16 株洲凯士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液化石油气 / 商品丙丁烷混合物 / 铜片腐蚀
17 郴州百江燃气实业有限公司 液化石油气 / 商品丙丁烷混合物 / 铜片腐蚀
18 岳阳县公田气站 液化石油气 / 商品丙丁烷混合物 / C3+C4烃类组分含量
19 沅江市泗湖山镇长安液化气储备

供应站 液化石油气 / 商品丙丁烷混合物 / 铜片腐蚀
20 沅江市南大液化气站 液化石油气 / 商品丙丁烷混合物 / C3+C4烃类组分含量
21 沅江市阳罗液化气站 液化石油气 / 商品丙丁烷混合物 / 铜片腐蚀

序号 标称生产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商标 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 不合格项目
22 衡南县兴达液化气站 液化石油气 / 商品丙丁烷混合物 / 残留物
23 安乡县国鸿液化石油气充装站 液化石油气 / 商品丙丁烷混合物 / C3+C4烃类组分含量
24 安乡县下渔口镇巨龙液化气站 液化石油气 / 商品丙丁烷混合物 / C3+C4烃类组分含量
25 衡阳市蒸湘区南华雪亮眼镜店 配装眼镜 / 2014-3-23 柱镜顶焦度等镜顶焦度
26 衡阳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定配眼镜 / 2014-3-26 柱镜顶焦度等
27 长沙洋龙制衣实业有限公司 学生服夏装（裤子） / / 2014年 耐湿摩擦色牢度

28 长沙市鲜艳婴幼服装厂 素色保暖中领套 婴歌 / 款号：
AZN0536 pH值

29 湖南派意特服饰有限公司 男西服 / 160/88A / 成分含量
30 湖南省南洋服饰有限公司 西裤 楚天舒 / 2014年 成分含量
31 湖南省湘峰服饰有限公司 西裤 / / 2014年 成分含量
32 湖南霞辉标志服饰有限公司 制服裤 霞辉 / 2014年 成分含量
33 湖南湘琦服饰有限公司 西服（衣） / / 2014年 成分含量
34 湖南东城服饰有限公司 夏执勤服 / 175 2014年 成分含量
35 湖南东城服饰有限公司 秋执勤服 / 175 2014年 成分含量
36 衡阳市新兴制衣服饰有限公司 学生服夏装（裤子） 新兴 / 2014.03 成分含量
37 郴州市希望学生服装厂 学生服夏装（上衣） / / 2014.02 成分含量
38 怀化市特校学生着装厂 针织学生服（裤子） / 130/64 / 成分含量
39 怀化市远度服饰有限公司 学生服（裤子） / 135/62A / 成分含量
40 益阳市常乐被服有限公司 军训服（上衣） / / 2014.03 成分含量
41 益阳市常乐被服有限公司 军训服（裤） / / 2014.03 成分含量
42 益阳市常乐被服有限公司 学生服夏装（裤） / / / 成分含量

序号 标称生产企业名称 受检单位名称 产品名称 商标 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 不合格项目

1 深圳市柏琪眼镜制造
有限公司

车站路长沙市芙蓉区湘杨
明眼镜店 眼镜架 TOUGH T08008系列 / 耐疲劳等

2 丹阳市开发区恒佳眼
镜厂

国防科大佳园北区 4 栋 1
号胡双喜 眼镜架 视博 90系列 / 抗汗腐蚀

3 丹阳市开发区新时代
眼镜厂

开福区四方坪长沙市开福
区星辰眼镜店 眼镜架 希得尔 R9系列 / 抗汗腐蚀

4 丹阳市开发区尊王眼
镜厂

芙蓉区五一大道 573 号湖
南明仕科达眼镜有限公司 眼镜架 我的大学 52、53系列 / 耐疲劳

5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明
翔眼镜制品厂

芙蓉区五一大道湖南省老
杨明远眼镜有限公司 眼镜架 圣保罗 SL6 / 抗拉性能等

6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大
洋眼镜加工厂

芙蓉区五一大道湖南省老
杨明远眼镜有限公司 眼镜架 天爱 37、35、30系列 / 耐疲劳等

7 温州市瓯海梧田明乐
眼镜厂

开福区教育街盛威（老杨
明远眼镜店） 眼镜架 熊仔 X0系列 / 耐疲劳等

8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镇
荣嘉眼镜制品厂

人民中路长沙市芙蓉区大
明眼镜店 眼镜架 兰芝 32-34系列 / 耐疲劳等

9 莱顿光学有限公司 开福区教育街盛威（老杨
明远眼镜店） 光学树脂镜片 诺贝尔 折射率：1.56 2014.01.03 磨擦雾度值等

10 中国福建泉州市红亚
迪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长沙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
司东玺门购物广场

红亚迪哈韩时闲
运动童鞋 红亚迪 C8170-4/235 / 耐折性能

11 福建省晋江池店汇鑫
鞋服厂

长沙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书院南路分店 少年运动鞋 美登猫 335/230 / 耐折性能

12 金老鼠体育用品有限
公司

长沙家乐福超市有限公司
韶山南路店 童鞋 金老鼠 J058/230 / 耐折性能

13 泉州市洛江区兴发鞋
塑

长沙家乐福超市有限公司
韶山南路店 童鞋 金凯发 8819/230 / 耐折性能

14 福德隆鞋业有限公司 王一实业集团精彩生活超
市有限公司 童鞋 福得隆 F3A-572/240 / 耐折性能

15 温岭市潘氏鞋厂 湖南省新一佳商业投资有
限公司长沙开福店 童鞋 跳跳超人 1307/235 / 耐磨性能

16 富源（巧巧兔）鞋业有
限公司 家润多朝阳店 休闲鞋 巧巧兔 3667/230 / 耐折性能

17 泉州市洛江区高龙步
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湖南家润多超市有限公司
赤岗店 童鞋 勇步 1437/230 / 耐折性能

18 浙江迪索鞋业有限公
司

长沙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
司东玺门购物广场 女鞋 奇迪 11A232/235 / 耐折性能等

19 青岛琴泽鞋业有限公
司

长沙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书院南路分店 女鞋 琴泽 31-5006/230 / 剥离强度等

20 上海白玉兰鞋业 长沙润良商业有限公司 女鞋 红鞋坊 2031/245 / 耐折性能
21 浙江浩康鞋业有限公

司 长沙润良商业有限公司 女鞋 浩康 7006/235 / 耐折性能

22 温州市瓯海仙岩顺吉
莱鞋厂

湖南省新一佳商业投资有
限公司长沙开福店 女鞋 顺吉莱 318/240 / 勾心标志

23 浙江金豹鞋业有限公
司

昆山润华商业有限公司长
沙分公司 女鞋 骊人阁 1318/235 / 耐折性能

24 温州市爱玲鞋行 家润多朝阳店 女鞋 格茵仙莉 3160/235 / 耐折性能
25 湖南林源纸业有限公

司
长沙市湘棱纸业有限责任
公司 胶版印刷纸 / 58g/m / 横向耐折度

26 城步苗族自治县银河
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华昱纸业有限公司 复印纸 苗乡 A4�210×297�

500页 /包 / 定量等

序号 标称生产企业名称 受检单位名称 产品名称 商标 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 不合格项目

32 泉州市康洁卫生用品
有限公司

长沙市妃妃日化超市配送
商行 护翼卫生巾 益母草 240mm� / 表面质量

33 山东东顺集团有限公
司 保靖县顺天福超市 顺清柔 1100

卫生卷纸 / 1×12卷 /提 三层 / 标识

34 广西南宁凤派纸业有
限公司 保靖县顺天福超市 节节高飘柔卷纸 / 105mm（高）

×100mm 2013-03-09 标识

35 东顺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杨桂香纸品批发部 生活用纸 顺清柔 1×10×三层 2013-10-29 标识

36 东莞市万江强宏纸品
厂 呈祥纸业 抽取式纸巾 宝乐思 150mm×180mm

×500张 /包 标识

37 金鑫（清远）纸业有限
公司

华容县开元联想电脑专卖
店 印纸 金荷 210mm×297mm 2013-04-18 标识等

38 常德市武陵区金福楼珠宝
店 翡翠套链 中国珠宝 17.44g/条 / 标签标识

39 常德市武陵区梅尼广场珠
宝店（人民金行） 千足金镶嵌耳钉 人民金行 / / 标签标识

40 常德市武陵区梅尼广场珠
宝店（人民金行） 千足金镶嵌吊坠 人民金行 / / 标签标识

41 常德市武陵区梅尼广场珠
宝店（人民金行） 千足金镶嵌耳钉 人民金行 / / 标签标识

42 常德市武陵区梅尼广场珠
宝店（人民金行） 千足金镶嵌吊坠 人民金行 / / 标签标识

43 常德市武陵区梅尼广场珠
宝店（玉昇缘专柜） 纯银吊坠 / / 标签标识

44 常德市武陵区梅尼广场二
楼吴中华 翡翠吊坠（A货） 引导银饰 / / 标签标识

45 常德市武陵区中金珠宝首
饰店

千足金合成立方
氧化锆戒指 / / / 标签标识

46 常德市武陵区中金珠宝首
饰店 银戒指 / / / 标签标识

47 常德市武陵区中金珠宝首
饰店

千足金合成绿宝
石戒指 / / / 标签标识

48 常德市武陵区老四宝珠宝
店 千足金镶嵌吊坠 老四宝珠宝 金重:1.17g� / 标签标识

49 常德市武陵区老四宝珠宝
店 千足金镶嵌吊坠 老四宝珠宝 金重:2.55g� / 标签标识

50 常德市武陵区周大金珠宝
店 千足金手镯 周大金珠宝 / / 标签标识

51 常德市武陵区天成首饰商
行 千足金吊坠 天成珠宝 5.27克 / 标签标识

52 常德市武陵区天成首饰商
行 千足金吊坠 天成珠宝 2.72克 / 标签标识

31 广西桂林市灵川红旺
纸品厂

长沙市高桥大市场凯倩日
化经营部 纸巾纸 天天红 / / 标识

29 沅江林源纸业有限公
司 长沙市龙腾纸张经营部 胶版印刷纸 / 70g/m / 横向耐折度等

30 沅江林源纸业有限公
司 长沙市龙腾纸张经营部 胶版印刷纸 / 95g/m / 横向耐折度等

28 岳阳纸业集团安泰总
公司 长沙金朗纸业有限公司 复印纸 岳阳楼 16K�195×270� / 挺度(纵向)

27 广州佳闽纸业有限公
司 长沙民顺纸业有限公司 复印纸 馥印 A4�210×297�

500张 /包 / 平滑度等

流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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