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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新闻

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今天从国家质检总局官网上
获悉，该局于5月至10月间对
全国30个省（区、市）开展了
床上用品、 弹簧软床垫、儿
童及婴幼儿服装、木制家具
和卫生纸等5种日用消费品
的相关抽查。据调查结果显
示， 其中4类商品的质量抽
查范围涉及湖南省， 合格率
仅为78.6%至90%，多家企业
被点名。

床垫合格率仅七成
卫生纸合格率为九成

据了解， 此次抽查覆盖
了北京、天津、湖南等30个省
（区、 市） 的2772家企业的
2784批次产品。 检验结果显
示，2570家企业的2582批次
产品合格，202家企业的202
批次产品不合格， 产品不合
格检出率为7.3%。

其中， 床上用品共抽查
的471批次产品，17批次产品
不合格， 不合格产品检出率
为3.6%； 弹簧软床垫共抽查
了453批次产品，27批次产品
不合格， 不合格产品检出率
为6%；儿童及婴幼儿服装共
抽查374批次产品，抽查发现
60批次产品不合格， 不合格
产品检出率为16%； 木制家
具抽查989批次产品，90批次
产品不合格， 不合格产品检
出率为9.1%； 卫生纸共抽查
了497批次产品， 发现8批次
产品不合格， 不合格产品检
出率为1.6%。

三湘都市报记者注意
到，在床上用品、弹簧床垫、
木制家具和卫生纸四类日用
消费品的抽查中涉及了湖南

省相关厂家， 其合格率分别
为 95% 、78.6% 、84.6% 和
90%， 弹簧床垫和卫生纸的
产品合格率为受检省份（区、
市）最低。

湖南多家企业上“黑榜”

在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
《2017年床上用品等5种日用
消费品类产品质量全国联动
监督抽查企业名单》中，记者
看到， 湖南雅妃家纺有限责
任公司生产的床上用品纤维
含量（填充料） 被检出不合
格， 郴州市北湖区金华丽造
纸厂生产的卫生纸柔软度不
合格， 宜章县新华丽纸品厂
生产的卫生纸尘埃度（总数）
超标。

浏阳市永安镇洋圣家具
厂生产的弹簧软床垫被检出
软质聚氨酯泡沫塑料回弹
性、 软质聚氨酯泡沫塑料拉
伸强度,卫生、甲醛释放量、
睡眠区域中心耐久性等项目
均检出不合格， 新田县旭洋
床垫家具厂、 岳阳湘侣床垫
厂受检产品软质聚氨酯泡沫
塑料拉伸强度、 睡眠区域中
心耐久性不合格。

此外， 浏阳市双飞家具
厂、 长沙金艺家具有限公
司、邵阳港艺家具有限公司
及湘乡市鸿运木艺家具有
限公司所生产的木制家具
也被检出耐香烟灼烧项目
不合格。据三湘都市报记者
了解，如木制家具耐香烟灼
烧项目不合格，则可能出现
产品表层出现裂纹、 鼓泡，
对家具的美观和使用寿命
均造成影响。

■记者 朱蓉

长沙金霞保税店
零售额近亿

本报12月19日讯 今日，
正值长沙金霞保税店运营两
周年，运营情况如何？记者从长
沙金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获
悉， 作为中部进出口商展示集
散批发中心， 长沙金霞保税店
与家润多、友谊阿波罗、卜蜂莲
花、千惠超市、通程、天福超市
等百余家企业达成长期供货的
战略合作关系。截止到目前，该
店 201 7年的零售营业额为
9245万元。

金霞保税店处于享受“境
内关外” 政策的海关特殊监管
区， 受惠保税物流中心国际采
购、国际分拨、保税仓储等特殊
政策功能优势， 该店的进口商
品比市场价平均低两至三成。
最新数据显示，中部（湖南）进
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平台项
目自投入运营以来， 引进外贸
企业和跨境电商企业62家，今
年1-9月更是实现外贸进出口
额近2亿元。其中，进口汽车销
量约220台，销售额约2亿元，品
牌包括路虎、宝马、丰田、野马、
奥迪、奔驰、保时捷、宾利等。而
位于金霞馆四楼的“易创孵化
器”，目前已培育和孵化企业18
家。 ■记者 杨田风

本报12月19日讯 湖南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今日发布，城陵矶进
口肉类指定口岸运行3周年，累计进
口冻肉7350.3吨、货值9640.5万元人
民币，包括猪、牛、羊、禽肉、骨等20余
个品种，来自13个贸易国家。

城陵矶港内河冻肉
进口总量全国第三

城陵矶进口肉类指定口岸于
2014年11月获质检总局批准运营，
至今已满3周年。作为目前我省唯一
运营的进口肉类指定口岸，目前累计
进口冻肉7350.3吨、货值9640.5万元
人民币，包括猪、牛、羊、禽肉、骨等20
余个品种，来自13个贸易国家。

3年来， 口岸的冻肉进口不断
增长， 从 2015年的 854.3吨 ，到
2016年3055.5吨， 今年前11月，口
岸已进口冻肉3440.5吨。在目前我
国11个获批的内河进口肉类指定
口岸中，城陵矶进口总量仅次于张
家港、南京，位居第三。

口岸的运营也带动着相关产
业的发展。据了解，我省获备案进
口肉类收货人企业由2014年的13
家增至目前的67家。省内一些长期
从事肉类仓储、分销的企业也开始
接触直接进口业务，如红星冷链就
成功实现了首次进口。在指定口岸
平台带动下，周边配套的国际农产
品物流产业园、保税冷库、恒阳牛
肉后续加工等项目也在逐步推进。

检验检疫“零等待、零费用”

湖南省是肉类产品消费大省，
年消费进口肉类80多万吨，进口肉
类产品在城乡居民家庭以及肉类
加工产业、餐饮行业有较大的需求。

2017年1-11月， 口岸共进口
各种牛肋排、西冷、牛腩等可直接
销售的牛肉产品 1006.2吨 ， 为
2016年同期的10倍。“适当扩大
肉类进口，将有利于满足湖南省
消费者需求、 弥补供需缺口，同
时，肉类直接进口减少了部分费
用成本和销售中间环节，有利于
平抑肉类产品市场物价。” 湖南
检验检疫方面表示。

为更好地方便肉类进口，湖南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对进口冻肉查
验实行“零等待”，1个工作日内
就可完成进口冻肉集装箱的查
验放行出证，大幅缩短了口岸滞
货时间。同时，还全面落实取消
进口法定检验检疫规费， 免收实
验室检测费用， 并推广检验检疫
网上免费申报系统， 实现进口冻
肉有关检验检疫“零费用”。在通
关效率上， 检验检疫方面通过采
取简化程序、 实行抽检制度等系
列举措， 如进口肉类集装箱口岸
查验比例由100%降低至30%，口
岸实验室抽检比例由20%降低至
2.5%左右， 使得全流程时长进一
步压缩， 口岸放行效率大幅度提
升。 ■记者 杨田风 通讯员 林俊

本报12月19日讯 近
日，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
局通报了11批次不合格食
品，其中有2批次不合格食
品涉及我省 3家食品生产
经营单位。 记者从湖南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
了解到，15日，该局通报了
这 2批次不合格食品的相
关情况。

抽检发现， 长沙市雨花
区红星大市场零售区肉食摊
位168号康某销售的2017年
8月20日屠宰的牛肚，五氯酚
酸钠检出值不符合国家标准
规定。 经雨花区食药监局调
查， 康某从株洲石峰区云田
乡牛交易市场购买一头约
300公斤重的活牛， 于8月20
日送至湖南红星盛业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进行检验检疫并
宰杀后， 获得牛肚5公斤。除
用于抽检外， 余下产品均由

当事人自家食用完毕， 无库
存。目前，食药监部门已责令
康某停止销售并排查原因整
改， 相关部门已经立案调查
此事。

长沙市雨花区虹食冻货
批发部销售的2017年8月4日
生产的鸡肫也被检出五氯酚
酸钠不符合国家标准规定，
雨花区食药监局调查发现，
该批发部从雨花区永顺食品
经营部购进的相关产品已全
部销售完毕，无库存。目前，
已责令其停止销售、 召回不
合格食用农产品、 排查原因
并整改， 由于消费者食用暂
无召回记录。

食药监部门提醒， 消费
者如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
为， 可拨打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 12331热线电话投诉举
报。

■见习记者 杨洁规

日用消费品抽检，多家湘企被“点名”
涉及床上用品、弹簧软床垫、卫生纸、木制家具等生产企业 其中两项产品合格率为受检省份最低

城陵矶口岸3年累计进口肉类7350吨

长沙2个批次食品不合格上黑榜
消费者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可向食药监部门投诉

近日，有不法分子假冒我司名义承接工程项目，扰
乱了正常经济秩序，极大损害了我司声誉及合法权益。
对此，我司郑重声明如下：

一、 我司投标承建工程项目均会向建设方提交我
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介绍信
及授权委托书原件，公司资质证书复印件等材料。任何
以我司名义承揽建设工程但未提交或提交虚假材料的
均属假冒行为， 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我司概不负
责。

二、项目部是施工方派驻工地的管理机构，不具备
独立法人资格。在没有公司授权的情况下，项目部签订
的任何合同、协议均属无效，我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我司所有施工合同签署前必须报公司审查、批
准，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司

行政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方可生效。 缺乏上述要件的
合同，我司概不承认其法律效力。

四、 我司保留依法追究假冒我司名义进行非法活
动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利。

如发现有人假冒我司名义从事非法活动， 可通过
以下方式投诉或者举报。

联系电话：0731-89923501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766号中

天广场24041
敬请广大建设单位、材料供应商、专业分包、劳务

分包单位仔细甄别，以防上当受骗。
特此声明！

郑重声明

湖南宏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12月19日，龙山县桂塘镇乌龙山大峡谷，新建成的数十栋度假小木屋与竹木溪水构成一个童话世界。近年来，该县
重点发展旅游、观光、度假等绿色产业，着力推进旅游产业提质升级，让旅游经济成为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田良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