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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消费品安全
国抽透视

餐饮业
“健康发展”
才是正道

质检专家解读洗衣机产品漂洗性能项目不合格情况

与次数和水量有直接关系
本期
洗衣机
关注
合格率：93.3%（2015 年国家抽
查数据）
不合格项目：漂洗性能
解读专家：凌宏浩（国家日用电
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家电事业部
副总经理）

□ 本报记者 张文礼
日前，质检总局发布 2015 年第三季度
洗衣机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结果。报告显
示，
漂洗性能项目成为产品主要不合格项目
之一。漂洗性能不合格主要是指什么？其不
合格主要会对消费者使用带来哪些影响？记
者就此采访了国家日用电器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家电事业部副总经理凌宏浩。
据凌宏浩介绍，
洗衣机能效一般包括耗
电量、
用水量、
洗净性能和漂洗性能等几个项
目。耗电量是指产品洗涤全过程中洗涤单位
额定容量所用电量，
是衡量产品耗电情况的
主要指标。用水量是指产品洗涤全过程中洗
涤单位额定容量所用水量，
是衡量产品用水
情况的主要指标。洗净性能是衡量洗衣机产
品去除洗涤物上污物能力大小的指标，
是衡
量洗衣机洗净能力的主要指标。而漂洗性能
则是衡量洗衣机产品去除洗涤物上残留洗涤
剂能力大小的指标，
是衡量洗衣机漂洗能力
的主要指标。
凌宏浩介绍说，
在此次抽查中，
能效等

级中一个重要的指标，
即漂洗性能是主要的
不合格项目。
“漂洗性能是指洗衣程序完成后，
被洗
涤衣物上的残留漂洗液的相对碱度，
考核的
是洗衣机去除洗涤剂的能力，
防止洗涤剂残
留物过多对人体皮肤的影响。
”
凌宏浩解释
说，
漂洗性能不合格是指残留漂洗液的相对
碱度超过规定的浓度，
或者说洗好的衣服上
还有过多的洗涤剂在上面残留。漂洗性能是
衡量洗衣机漂洗能力的主要指标。
凌宏浩进一步解释说，
漂洗性能不合格
意味着产品本身不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要求。
对使用者来说，
最直接的感受是洗涤剂残留
物过多对人体皮肤的影响。对皮肤比较敏感
的人来说，
可能会对皮肤产生伤害。
从主观原因来讲，
漂洗性能不合格主要
是企业在洗衣机节水与漂洗性能之间的
“取
舍”
，
对洗衣机产品本身来说，
降低耗水量有
可能就会影响漂洗性能的合格率，
具体表现
在用水量偏少，
脱水转速低，
漂洗次数少等方
面。
凌宏浩说，
从客观上来讲，
漂洗性能不
合格主要是由于企业在设计上存在缺陷导
致，
过高地追求诸如洗净比、
耗电量、
用水量
等单一指标，
以及在批量生产时，
没有按照认
证确认的合格样品组织生产，
更换了关键零
部件或更改了产品结构、
程序等。
“漂洗性能不合格，
与洗衣机的漂洗次
数和漂洗水量有很大的关系。
”
凌宏浩介绍
说，
漂洗性能不合格情况要看具体产品，
产品
本身程序设计的漂洗次数或漂洗水量对漂洗

性能合格与否有很大的影响。程序设计时增
加漂洗次数或漂洗水量，
漂洗性能可能就会
有改善。
据凌宏浩介绍，
目前我国洗衣机产品经
过连续多年的监督抽查，
产品在安全项目上
的问题较少，
大部分企业能够按照安全标准
要求生产出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
但在能源
效率等项目上，
仍存在不少问题。
凌宏浩说，
此次抽检洗衣机产品不合格
项目主要集中在能效等级、
漂洗性能项目上，
2015 年国家监督抽查中，
能效等级、
漂洗性
能 项 目 上 不 合 格 率 分 别 达 到 13.4% 和
6.7%。主要是由于企业在设计上存在缺陷，
导致产品的性能如洗净比、
耗电量、
用水量指
标达不到标准要求，
以及在批量生产时，
没有
按照认证确认的合格样品组织生产，
更换了
关键零部件或更改了产品结构。
针对具体类别的产品在漂洗性能的
表现方面，凌宏浩表示，在冷水洗净上，波
轮洗衣机有较大优势，而在衣物保护、防
磨损上滚筒洗衣机则做得更为出色。对
于习惯使用冷水洗涤的中国人而言，波轮
洗衣机无疑拥有更好的性价比，因此如果
经常需要洗涤较脏衣物的用户，建议购买
波轮洗衣机。不过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
衣物质量较高，不建议洗涤时间长以及衣
物不太脏的用户，购买带加热洗功能的滚
筒洗衣机。另外，使用时要注意，一次洗
涤不要超过额定洗涤容量；在洗涤或漂洗
之前注水量不要超过桶内最高水位线，衣
服少时注水到低水位线。

对于普通的消费者，
选购洗衣机时应该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考虑选购适合自己家庭
使用的洗衣机。
●按经济和实用选型。一般说来滚筒
洗衣机比波轮洗衣机贵，
全自动滚筒洗衣机
的市场价在2500元左右或更贵，
全自动波轮
洗衣机的市场价在 1000 元～2000 元左右，
消费者应根据经济条件和实用性选购。
●按习惯和条件选择。买哪一种洗衣机要
看看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家庭条件。首先确定日
常洗涤的衣物的类别，
如毛料、
丝绸衣物较多，
建
议选购滚筒洗衣机；
如以洗涤棉布衣服为主，
则
建议选择波轮洗衣机。滚筒洗衣机完成衣物洗
涤的时间较长，
而波轮洗衣机洗涤周期较短。
●噪声和故障率较低也是一个重要的
指标。一般噪音小的洗衣机，
都采用直流永
磁无刷电机直接驱动，
能够有效防止噪音的
产生，
能够去除传统洗衣机因机械传动所带
来的噪音，而且比采用普通交流电机节电
50%以上。一般说来，
噪声越低、
无故障运行
时间越长，
洗衣机的质量就越好。
●考虑占地面积和容量。一般来说，
顶
开式的滚筒洗衣机占地面积最小，
其他滚筒
洗衣机与波轮洗衣机占地差不多。波轮洗衣
机的容量一般为2公斤～8公斤，
滚筒洗衣机
一般为3公斤～7公斤。三、
四口之家一般选
择 5 公斤左右的洗衣机已经足够了，
人数较
多的则应选择较大容量的洗衣机。

春节临近，
上海淮海路、南
京路步行街等
各商业景点商
家开始营造节
日喜庆气氛，除
了各种大红灯
笼外，还有各种
可爱卖萌的猴
子生肖卡通造
型被用来装点
新春佳节门面。

云南省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
督专项抽查情况通报
督专项抽查情况通报
本报讯 （记者傅小冰）日前，云南
省质监局通报了 2015 年全省烟花爆竹
产品质量监督专项抽查情况。
记者了解到，云南省 2015 年烟花爆
竹产品质量全省联动专项监督抽查情况显
示，
共有 133 家生产经销企业 313 个批次
产品，覆盖全省除怒江地区外的 15 个州
市，涉及云南、湖南、江西、广西、四川、贵
州、
重庆7个省、
直辖市119家烟花爆竹生
产企业。经检验，
47个批次产品实物质量
不合格，实物质量不合格产品检出率为
15.02%，
较去年同期下降 4 个百分点；
73
个批次产品标签标识不合格，
标签标识不
合格产品检出率为 23.32%，
较去年同期
略有上升；92 个批次产品综合质量不合
格，
不合格产品检出率为29.39%，
较去年
下降 2.4 个百分点；
在抽查的 313 个批次
产品中，
发现 1 个批次的假冒产品。对此
次抽查不合格的企业，
云南省质监局已移
交企业所在地质监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云南省质监局副局长刘光宇在总
结全省烟花爆竹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
作时指出，由于全省各相关职能部门的
共 同 努 力 ，烟 花 爆 竹 产 品 质 量 明 显 提
升，没有出现重大安全和质量事故。同
时他也提醒，社会各界都要关注安全，
重视安全。

——北京市两会代表委员建言餐饮业转型

选购建议

保证安全
重中之重

陈玉宇

摄

太吓人：
“秒杀”鞭炮引燃时间不到1
鞭炮引燃时间不到 1 秒
湖南宁乡一鞭炮厂假冒、伪劣两样占全被查

本报讯 （记者王融国 通讯员李上
海）为引导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提
高烟花爆竹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湖南省安
委在全省范围内统一部署开展了烟花爆竹
产品专项执法检查行动。1 月 22 日上午，
湖南省质监局稽查局会同长沙市质监局、
宁乡县市场与质量监管局执法人员来到了
对位于宁乡县横市工业园的宁乡县顺发鞭
炮厂。四间灰暗、
用石棉瓦搭建的厂房里，
八、九名工人正忙碌着。不论是面对数十
位身着制服的执法人员，
还是七、
八台摄像
机、照相机，这些工人毫不理会，照干不
误。一名工人告诉记者，他们是附近村里
的农民，
不知道什么操作规程，
更不知道产
品还要检验，只知道他们做的鞭炮销量很

高档货走俏

好，
每天到这个厂里做十六七个小时的工，
在执法人员出具的检验报告中，
一项不
合格指标令人胆寒。根据 GB10631-2013
就可以拿到几十至百元不等的报酬。
据执法人员介绍，
他们曾于 3 天前的 1 《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标准要求，
引燃时
月 19 日对该厂进行过检查，对其生产的标 间应为 3~8 秒，实际检测仅为 0.48-0.80
注为“安化县江南镇花炮厂”
的朝晖牌爆竹 秒；
引火线应为绿色安全引线，
该厂也未使
及标注为宁乡县顺发鞭炮厂的顺发牌爆竹 用。湖南省质监局稽查局局长罗纳晚告诉记
进行了抽样，检验结果显示，运输包装标 者，
引火线、
引燃时间是爆竹产品的重要指
志、
销售包装标志、
运输包装、
引火线、
引燃 标，
极易造成燃放者点燃后无法及时撤离而
时间、
计量误差均不合格，
被判定为不合格 被炸伤。而且，
该厂库存爆竹产品的运输包
产品。同时，
经调查核实，
安化县江南镇花 装没有使用标准要求的瓦楞纸包装，
却使用
炮厂今年没有与宁乡县顺发鞭炮厂签订委 了极易在运输过程中因摩擦造成起火爆炸，
托加工合同，宁乡县顺发鞭炮厂的行为涉 危害车辆及驾驶员人身安全的牛皮纸包装。
嫌冒用他人厂名厂址，而现场的工人们仍
执法人员对该公司涉嫌假冒厂名厂址
毫不掩饰地往产品上加贴“安化县江南镇 的朝晖牌爆竹和产品质量不合格的顺发牌
花炮厂、
安化县江南镇”
的标志。
爆竹进行了封存，
并将立案查处。

新口味热销

——河南省干果炒货市场调查纪实
销量却比去年减少 25%~33%。
荥阳市东方食品厂负责人王东亮感触
干果炒货以其营养丰富、风味独特而 颇深，
今年西瓜子、南瓜子销量均比去年减
备受消费者青睐，每年都被老百姓列入年 少一半，
平均批发价格也稍有回落。主营南
货清单，今年也不例外。随着春节步伐临 瓜子的新密市天龙炒货厂负责人胡著亮也
近，今年的干果炒货市场情况如何？
表示，
今年销量下滑过半，
形势严峻。
近日，
记者走进位于郑州市南四环的百
今年炒货行业为何旺季不旺？河南
荣商贸城，
这是一个集食品、干果炒货于一 省坚果炒货商会秘书长张国和解释，除了
体的大型批发市场，
这里大大小小装货车辆 经济大环境影响外，与党政事业单位团体
来来往往，
特别是干果炒货销售门店里，
瓜 订单减少、消费者理性购买不大量囤货、
子、花生等干果都摆在门前最显眼的位置， 气候干燥等都有关系。同时随着人们对
同种干果的颜色、
口味、
大小不一，
其价格也 干果炒货品质要求的不断提高，中低档产
各不相同，
前来批发的商户络绎不绝。
品市场会越来越萎缩，整个炒货行业也面
得劲干果商行负责人张女士告诉记 临着转型升级。
者，近日，进店的消费者除了满足自己消
据张国和介绍，目前商会正在积极推
费的市民外，大批量进货的超市也逐渐增 动厂家采取淘汰老旧、燃煤机器，规范生
多，商行的干果日出货量为 8~10 吨。但 产，创新品种等多种方式，促进整个行业
今年干果炒货市场总的来说不太景气，总 的转型升级。新品受宠焦糖瓜子热销“焦
体销量比去年略减，但中高档货非常走 糖口味的瓜子，今年销售特别好，光这一
俏。以葵花子为例，高档瓜子涨幅比较 品种就多卖了 30%。”钱家瓜子干果店店
大，比去年销量增加 30%~40%，而普通货 主告诉记者。

□ 本报记者 孙中杰 宋晓霞

在郑州市红专路与花园路交叉口亿
家客炒货超市，记者看到，焦糖瓜子籽粒
饱满、卖相诱人，虽然每公斤售价达 31.8
元，依然受消费者欢迎。据超市负责人介
绍，2015 年，焦糖瓜子逐渐红遍全国，在大
型超市、街头巷尾的便利店、街边的小摊
上都有它的身影。在宏利干果商行外面
码得高高的箱子全写的是焦糖瓜子，其火
热程度可见一斑。
记者走访了郑州市干果炒货批发市
场其他几家商行及炒货超市发现，焦糖、
话梅、蜜汁等新口味瓜子颇受年轻消费者
欢迎，麻辣、山核桃等口味炒货也加入热
销大军。同时记者还了解到，选择新型口
味、高端品种的，以年轻人居多，并成为干
果消费的主力军，而中老年消费群体，仍
倾向于五香、原味等传统口味，这也是高
档货走俏，新口味热销的主要原因。
针对 2015 年有媒体关于焦糖口味瓜
子违规使用明矾的报道，河南省炒货商会
会长张勇表示，目前河南省尚未发现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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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销售使用明矾的焦糖瓜子现象。商会
与国内知名生产厂家合作，对会员单位使
用的食品添加剂采用统一采购方式，有效
保障了干果炒货食品的安全。
据悉，河南省是干果炒货生产大省和
消费大省，但不是生产强省，缺乏像“洽洽
瓜子”这样在全国叫得响的知名品牌。特
别是商会成立以前，
炒货企业多而小，
只注
重销量，不注重质量，打价格战，长期处于
无序竞争状态，
尤其品牌缺失、人工成本上
升，
严重制约了河南省炒货行业的发展。
据张国和介绍，河南省坚果炒货商会
的成立可谓恰逢其时，除了规范企业发
展，为企业提供技术培训、设备更新等服
务外，还定期组织商会会员，开展会员单
位炒货制品现场品尝评定活动，参与评选
的人员都是坚果炒货行业的行家，评出来
的优秀品牌很有示范引领的作用，从而引
导行业向规模化、效益化和品牌化方向发
展。目前现有会员企业 260 多家，其中年
销售额突破 1 亿元的就有 5 家。

据新华社电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 3 年多来，
不仅有效
遏制了公款大肆吃喝，
一度畸形发展的餐饮业也在经历转
型阵痛后逐渐触底反弹、
回归到健康发展轨道。在此间召
开的北京市两会上，
部分来自餐饮行业的代表委员在喜见
消费回暖的同时，
建议对
“舌尖上的浪费”
常抓不懈。
“过去，有些企业餐桌上不时出现各种标价昂贵的违
禁食材。消费者浪费现象也非常严重，一倒就是半桌子
菜，看着都心疼。”北京市政协委员、全聚德股份有限公司
总厨师长顾九如说，
前几年，
三公消费曾造成餐饮企业
“高
端化”、
“泡沫化”，竞争处于扭曲无序状态，部分餐饮企业
甚至出现不正常的
“暴发”
，
全国餐饮业收入也呈现
“畸形”
高增长。
2012 年底八项规定出台后，
高端餐饮迅速滑坡，
一度
出现湘鄂情、
净雅、
乙十六会馆等高端餐饮企业闭店潮，
餐
饮收入也呈连年下降态势。北京市商务委监测数据表明，
2012 年底，因市场环境变化，餐饮消费市场出现明显波
动。2013年和2014年，
北京市餐饮收入连续两年下滑。
“3 年来，政策因素对高端餐饮业有过一定影响，但
最终促进了整个行业的转型，物美价廉的大众化餐饮正
成为行业趋势。”北京市人大代表、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朱玉岭表示。
朱玉岭介绍，作为北京老字号企业，聚德华天旗下鸿
宾楼饭庄、烤肉宛等也因市场环境变化受到影响，但公司
通过删减高档菜，增加“接地气”的中档菜，整体降低价位
的同时创新菜品，
受到大众消费者的欢迎。
餐饮业主动转型后，2015 年餐饮市场逐渐回暖，保
持稳定增长。2015 年 1~11 月，全国餐饮收入 29280 亿
元，同比增长 11.8%，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中国烹饪协
会的餐饮消费调查，朋友聚餐、家庭聚会、情侣约会等大
众社交需求，
已经占到餐饮消费总需求的 80%左右。

河南省食药监局抽查春节食品
1 月份食品抽检合格率达
月份食品抽检合格率达99.4%
99.4%

本报讯 （记者孙中杰 宋晓霞）近日，记者从河南
省食药监局获悉，为了确保双节食品安全，河南省食药
监局在 1 月份先后 4 次分别对粮食及粮食制品、薯类及
膨化食品、糖果及可可制品、蔬菜及其制品、焙烤食品、
饮料、冷冻食品、酒类 8 类食品进行了监督抽查，抽检合
格率达到 99.4%。其中糖果及可可制品、焙烤食品、酒
类、冷冻食品抽检合格率达到 100%。
据悉，1 月 6 日，河南省食药监局在承担国家食品安
全监督抽检任务中，抽检了焙烤食品、酒类、饮料、冷冻
饮品 4 大类 1073 批次样品，不合格样品 4 批次。其中，
饮料 515 批次，不合格样品 4 批次，占 0.8%；焙烤食品
227 批次、酒类 297 批次、冷冻饮品 34 批次，全部合格。
1 月 13 日，组织抽检了蔬菜及其制品、焙烤食品共 2 类食
品 449 批次样品，不合格样品 4 批次。其中，蔬菜及其制
品 300 批次，不合格样品 4 批次，占 1.3%；焙烤食品 149
批次，全部合格。1 月 20 日，组织抽检了粮食及粮食制
品、薯类及膨化食品、糖果及可可制品共 3 类食品 608 批
次样品，不合格样品 10 批次。1 月 26 日，在承担国家食
品安全监督抽检任务中，抽检了粮食及粮食制品、饮料 2
大类 1338 批次样品，不合格样品 1 批次。其中，粮食及
粮食制品 1291 批次，不合格样品 1 批次；饮料 47 批次，
全部合格。
在这 4 次食品监督抽查过程中，发现造成不合格的
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饮料不合格原因表现在菌
落总数超标；蔬菜及其制品不合格原因表现在酱腌菜二
氧化硫、蜂蜜糖蒜糖精钠和苯甲酸超标；淀粉制品铝的
残留量（以干基计）超标；调味面制品酸价、过氧化值、菌
落总数和霉菌超标。
河南省食药监局针对抽检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对于
不合格样品涉及外省生产单位的，已按规定移送相应省
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进行调查处理；对于不合格样品涉
及省内生产经营单位的，已要求当地食品监管部门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责令经营者立即停止销售，查明
不合格产品的原因，严防不合格食品继续在市场销售，
防控存在的安全风险。
河南省食药监局还特别提醒广大消费者，如购买到
或在市场上发现通告所列批次的不合格食品时，请积极
参与食品安全监督，拨打 12331 投诉举报电话进行投诉
或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