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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市监质〔2019〕277 号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2019 年第 5 批产商品（石墨等 71

类）质量监督抽查和风险监测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省质检院、省计量院、重庆计量院等各

中标检验机构： 

《2019 年第 5 批产商品（石墨等 71 类）质量监督抽查和风

险监测方案》已经省局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 年 10 月 15 日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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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5批产商品（石墨等71类） 

质量监督抽查和风险监测方案 
 

为加强产商品质量监督管理，切实保障市场消费安全，维护

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根据省局《2019

年湖南省重点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计划》安排，省局决定从即

日起在全省开展石墨等 71 类产商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抽查方案。 

一、 抽查和监测产品 

本次抽查和监测的产品共分为 12 大类、71 种，风险监测产品

包括：家居清洁剂、羽绒制品、民用阀门、水嘴产品；监督抽查产

品包括机电车辆类、电机类、家电及燃气类、电子信息类、日用杂

品类、纺织服装类、工业生产资料类、儿童与学生用品类、农业生

产资料类等 12 大类 68 种，抽查领域涉及生产企业、经销企业、电

商平台等范围。各类产品抽查和监测的明细如下： 

第五批监督抽查及风险监测产品目录 

品目分类 序号 产品名称 

1 轻小型起重运输设备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2 
建筑工程机械（混凝土输送泵车、挖掘机、建筑卷扬机）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 

3 防爆电气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机电车辆类 

4 矿用牵引车辆配套电气设备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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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目分类 序号 产品名称 

5 助力车（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6 电动汽车（自行车）用动力电池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7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机电车辆类 

8 校车、客车、货车等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9 潜水电泵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0 泵（不含产业政策限制类泵产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1 磁力设备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2 轴承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电机类 

13 内燃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4 电烤箱及烘烤器具产品质量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5 电热毯产品质量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6 净水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7 空气湿度调节装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8 电热水袋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9 足浴盆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20 按摩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21 浸入式加热器（热得快）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22 家用燃气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23 商用燃气灶具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24 燃气调压器（箱）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25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26 燃气采暖热水炉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家电及 

燃气类 

27 厨房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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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目分类 序号 产品名称 

28 电线组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29 投影仪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30 原电池及原电池组类（非扣式）（干电池）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31 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32 彩色电视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33 车载卫星导航设备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电子信息类 

34 电视接收机顶盒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35 碎纸机产品质量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36 帐篷产品质量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37 电蚊拍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日用杂品 

1 类 

38 电子坐便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39 假发制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40 打火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日用杂品 

2 类 

41 
家居清洁剂（厨房清洗剂、卫生间清洗剂、居室清洗剂）产品

质量安全风险监测 

42 防水卷材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43 硬质合金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44 新型节能环保墙体材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45 混凝土添加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46 冲锋衣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47 羽绒制品（羽绒服、羽绒被）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 

48 毛皮服装及附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49 皮肤和毛发护理器具（带电加热元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纺织服装类 

50 旅行箱包（包括背提包）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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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目分类 序号 产品名称 

51 儿童首饰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52 儿童玩具（含电玩具）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53 儿童及办公家具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54 塑胶跑道 

儿童用品类 

55 安抚奶嘴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56 膜式燃气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57 水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58 电能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59 电子计价秤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60 船用燃料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工农业生产

资料 1 类 

61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62 电力变压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63 电线电缆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64 铅酸蓄电池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65 民用阀门、水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 

工农业生产

资料 2 类 

66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67 农机（碾米机、微耕机、脱粒机等）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68 焊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69 有色贵重金属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70 石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工农业生产

资料 3 类 

71 锌锰产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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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验依据及检验项目 

本方案确定监督抽查和风险监测的产品，其检验依据、抽样

方法、检验要求、判定原则等，严格执行对应的《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实施规范》或《湖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或《湖

南省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实施方案》，各类产品依据的抽查规

范、实施细则或监测实施方案名称见附件 1。 

三、任务承担机构 

本次任务承担机构通过政府招投标产生，各类产品抽查及监

测任务的实施承担机构见附件 2。 

四、抽查数量及抽查范围 

生产企业抽查的产品为企业成品库内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

明或者以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待销品；流通领域抽查从市场上购

买样品；电商平台抽查从网上购样。原则上每种产品视不同规格

型号在每个被抽查企业随机抽查 1～2 批次。承检机构拟抽查产品

批次见附件 2。 

五、完成时限 

本方案下达后各承检机构即可组织产品抽样，于 12 月 30 日

之前完成各类产品抽检工作，并按规定上报检验结果与质量分

析报告，同时将监督抽查相关资料全部录入湖南省产品质量分

类 监 管 系 统 。湖南省产品质量分类监管系统网址为：

http://www.smecs.cn:9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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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关要求 

（一）承检机构要列出拟抽查生产企业名单，经省局确认、

加盖“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专用章”，并

出具“湖南省产商品质量监督检查介绍信”后，抽样人员方可对相

关产品企业实施产品抽样。 

（二）抽样人员应主动向被检查企业出示监督抽查文件、抽

样介绍信、拟抽查生产企业名单和抽样人员有效身份证件。 

（三）生产企业监督抽查的样品由被抽查企业无偿提供。抽

取样品应当按有关规定的数量抽取。 

（四）承检机构不得以监督抽查之名向被检企业收取任何费

用，也不得借监督抽查之机，要求被检企业签订任何名义的委托

检验协议。 

（五）对拒绝监督抽查的企业，抽样人员应当场填写《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企业拒检认定表》，经当地州市或县市区市场监管

部门签署确认意见后上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局将依据《产品

质量法》第五十六条以及相关规定，作出公布、警告、责令改正、

责令停业整顿、登入失信行为记录，直至建议吊销营业执照等处

理。 

（六）承检机构按规定时限完成样品检验后 3 日内，检验报

告按以下规定发送：合格检验报告，相关市州局一份，受检企业

一份；不合格检验报告，检验报告一式 2 份、抽样单及不合格企

业登记表报送省局监督处后，一份检验报告与《产品质量监督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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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检验结果通知单》一同寄送受检企业进行结果确认，通知单上

各类产品省局异议受理联系电话见附件 3。承检机构应通过企业

检验结果回执、快递查询等方式确认企业及时收到相关文书。《产

品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结果通知单》模板见附件 4。 

（七）电商平台抽查应注意以下要求： 

1、承检机构以神秘买家的身份进行购样，不得向电商平台透

露监督抽查信息。购样时应采取电脑截屏等方式保存购样证据；

样品到货后，需拆包查验样品是否符合检验要求，同时采取录像

等方式对产品信息、拆包查验等情况进行取证。取证数据保存备

查并作为后处理依据。 

2、承检机构收到样品后填写抽样单，同时将抽样单寄送相应

电商平台，委托电商平台书面通知标称生产企业，也可将抽样单

直接寄送给标称生产企业。生产企业确认相关信息后在抽样单上

加盖企业公章回寄承检机构。 

3、电商平台或生产企业拒绝配合样品确认工作的，承检机构

应将有关情况书面上报省局监督处。 

（八）被检企业如对检验结果有异议，应在收到检验报告之

日起 15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省局产品质量监督处提出复检申请，省

局将依法处理。 

（九）对本次抽查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相关市州局要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处理到位。处理结果及时录入《湖南省产品质量分

类监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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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风险监测产品有关要求按照《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开展 2019 年度省级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的通知》（湘市监

质〔2019〕251 号）文件第二条风险监测工作要求执行。 

（十一）本次抽查产品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和细则

或风险监测服务方案，请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门户网站产品

质量监督司子网站 http：//cpzljds.aqsiq.gov.cn/cpzlccxx/ssgf/“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专栏下载，或在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门

户网站的通知公告专栏下载查阅。 

 

附件：1．第 5 批重点工业产品监督抽查和风险监测产品检验

依据 

2．第 5 批重点工业产品监督抽查任务承担机构及抽查

批次 

3．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结果通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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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 5 批重点工业产品监督抽查及风险监测产品 
检验依据 

 
序号 产品名称 检验依据 

1 石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石墨炭素类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 
有色贵重金属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有色贵重金属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

则》 

3 
儿童玩具（含电玩具）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CCGF 104.1-2015  《玩具产品质量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

范》 

4 
毛皮服装及附件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毛皮服装及附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

细则》 

5 

建筑工程机械（混凝土

输送泵车、挖掘机、建

筑卷扬机）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混凝土泵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19 年湖南省液压挖掘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19 年湖南省建筑卷扬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6 
电力变压器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 

 《CCGF 707.1-2015 电力变压器产品质量质量监督抽查

实施规范》 

7 
铅酸蓄电池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铅酸蓄电池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8 
电线电缆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 

 《CCGF 708.1-2015 电力电缆产品质量质量监督抽查实

施规范》《CCGF 708.3-2015 聚氯乙烯绝缘电缆电线产品

质量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2019 年湖南省架空绝缘

电缆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2019 年湖南省塑料绝

缘控制电缆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2019 年湖南省

橡皮绝缘电缆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9 
电线电缆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聚氯乙烯绝缘电线电缆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实施细则》 《2019 年湖南省橡皮绝缘电线电缆产品质

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0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

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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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检验依据 

11 
硬质合金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硬质合金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2 
轴承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 
《2019 年湖南省轴承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3 塑胶跑道 《2019 年湖南省塑胶跑道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4 

农机（碾米机、微耕机、

脱粒机等）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农机（碾米机、微耕机、脱粒机等）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5 
锌锰产品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锌锰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6 
电子计价秤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 
《电子计价秤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17 
水表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 
《水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18 
电能表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 
《电能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19 
膜式燃气表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 
《膜式燃气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20 
家用燃气灶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 
《家用燃气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21 
商用燃气灶具产品质

量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商用燃气燃烧器具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

施细则》 

22 
燃气调压器（箱）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实施细则》 

23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实施细则》 

24 
燃气采暖热水炉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 
《燃气采暖热水炉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25 
净水器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净水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6 
浸入式加热器（热得

快）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便携浸入式加热器（热得快）产品质量监

督抽查实施细则》 

27 
移动通信手持机（手

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CCGF 202.1-2015  《移动电话产品质量质量监督抽查实施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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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检验依据 

28 
碎纸机产品质量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碎纸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9 
混凝土添加剂产品质

量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混凝土添加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

则》 

30 

电烤箱及烘烤器具产

品质量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 

《2019 年湖南省电烤箱及烘烤器具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

施细则》 

31 
厨房机械产品质量监

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厨房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32 
电热水袋产品质量监

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电热水袋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33 

家居清洁剂（厨房清洗

剂、卫生间清洗剂、居

室清洗剂）产品质量安

全风险监测 

《2019 年湖南省家居清洁剂（厨房清洗剂、卫生间清洗剂、

居室清洗剂）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实施方案》 

34 
儿童首饰产品质量监

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儿童首饰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35 
按摩器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 
《2019 年湖南省按摩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36 
电热毯产品质量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 
CCGF 201.11-2015 《电热毯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37 
帐篷产品质量产品质

量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帐篷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38 
新型节能环保墙体材

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新型节能环保墙体材料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实施细则》 

39 
助力车（电动自行车）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质量监督抽查实施

细则》 

40 

电动汽车（自行车）用

动力电池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 

CCGF 702.1-2015  《电动车动力电池产品质量质量监督抽

查实施规范》 

41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产

品质量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产品质量质量监督抽

查实施细则》 

42 
假发制品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假发制品产品质量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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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检验依据 

43 
打火机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打火机产品质量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44 
电蚊拍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电蚊拍产品质量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45 

皮肤和毛发护理器具

（带电加热元件）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 

CCGF 201.20-2015《皮肤及毛发护理器具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实施细则》 

46 

羽绒制品（羽绒服、羽

绒被）产品质量安全 

风险监测 

《2019 年湖南省羽绒制品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实施方

案》 

47 
冲锋衣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冲锋衣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48 
安抚奶嘴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婴幼儿安抚奶嘴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

细则》 

49 
彩色电视机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彩色电视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50 
车载卫星导航设备产

品质量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车载导航设备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

则》 

51 
电子坐便器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电子坐便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52 
空气湿度调节装置产

品质量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空气湿度调节装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

施细则》 

53 
足浴盆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足浴盆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54 
防水卷材产品质量监

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防水卷材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55 
校车、客车、货车等产

品质量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校车、客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19 年湖南省货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56 
焊剂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 
《2019 年湖南省焊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57 
旅行箱包（包括背提

包）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旅行箱包、背提包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

细则》 

58 
磁力设备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磁力设备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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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检验依据 

59 
轻小型起重运输设备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轻小型起重运输设备（带式输送机）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2019 年湖南省轻小型起重运输

设备（手动葫芦、千斤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60 
防爆电气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 

CCGF605.1-2015《防爆电气设备》 《2019 年湖南省本质

安全型防爆电气设备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61 

矿用牵引车辆配套电

气设备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 

《2019 年湖南省矿用牵引车辆配套电气设备产品质量监

督抽查实施细则》 

62 
船用燃料油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船用燃料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63 
潜水电泵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 

 《CCGF 503.2-2015 潜水电泵产品质量质量监督抽查实

施规范》 

64 

泵（不含产业政策限制

类泵产品）产品质量监

督抽查 

 《CCGF 503.8-2015 水泵（地面泵）产品质量质量监督抽

查实施规范》 

65 
内燃机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 

 《CCGF 503.12-2015 柴油机产品质量质量监督抽查实施

规范》《CCGF 503.13-2015 通用小型汽油机产品质量质量

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66 
投影仪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 
《2019 年湖南省投影仪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67 

原电池及原电池组类

（非扣式）（干电池）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原电池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68 
电视接收机顶盒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电视接收机顶盒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

细则》 

69 
民用阀门、水嘴产品质

量安全风险监测 
《2019 年湖南省阀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70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产

品质量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特种劳动防护用品（足部防护鞋（靴））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71 
儿童及办公家具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 

《2019 年湖南省木制儿童家具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

则》《2019 年湖南省办公家具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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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 5 批重点工业产品监督抽查任务承担机构及
抽查批次 

 

序号 承担机构 拟抽查产品 
拟抽查 

批次数 

石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75 
1 

郴州市产商品质量监督

检验所 有色贵重金属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生产领域） 53 

2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

有限公司 
儿童玩具（含电玩具）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50 

3 
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

有限公司 
毛皮服装及附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45 

4 
国家建筑城建机械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 

建筑工程机械（混凝土输送泵车、挖掘机、

建筑卷扬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5 

电力变压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20 

铅酸蓄电池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6 5 
衡阳市产商品质量监督

检验所 

电线电缆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60 

6 
重庆仕益产品质量检测

有限责任公司 
电线电缆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60 

7 
湖南鼎誉检验检测有限

公司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20 

8 
湖南航天天麓新材料检

测有限责任公司 
硬质合金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30 

轴承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0 

塑胶跑道 30 9 
湖南省产商品质量监督

检验研究院 
农机（碾米机、微耕机、脱粒机等）产品质

量监督抽查 
30 

锌锰产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0 
10 湖南省地质测试研究院 

有色贵重金属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流通领域） 92 



 — 16 — 

序号 承担机构 拟抽查产品 
拟抽查 

批次数 

电子计价秤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5 

水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5 

电能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5 
11 湖南省计量检测研究院 

膜式燃气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0 

家用燃气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5 

商用燃气灶具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30 

燃气调压器（箱）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30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20 

12 
湖南省燃能产品质量检

验中心有限公司 

燃气采暖热水炉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5 

净水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0 

浸入式加热器（热得快）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3 

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0 

碎纸机产品质量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0 

13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混凝土添加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39 

电烤箱及烘烤器具产品质量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 
10 

厨房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25 

电热水袋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0 

家居清洁剂（厨房清洗剂、卫生间清洗剂、

居室清洗剂）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 
50 

14 
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院 

儿童首饰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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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担机构 拟抽查产品 
拟抽查 

批次数 

按摩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0 

电热毯产品质量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0 

帐篷产品质量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0 
15 

谱尼测试集团上海有限

公司 

新型节能环保墙体材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20 

助力车（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9 

电动汽车（自行车）用动力电池产品质量监

督抽查 
9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9 

假发制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6 

16 
山东精准产品质量检测

有限公司 

打火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37 

17 
陕西华研检测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 
电蚊拍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30 

18 
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 

研究院 

皮肤和毛发护理器具（带电加热元件）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 
25 

19 
深圳市英柏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 

羽绒制品（羽绒服、羽绒被）产品质量安全

风险监测 
70 

20 
天纺标检测认证股份 

有限公司 
冲锋衣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50 

21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 

（上海）有限公司 
安抚奶嘴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30 

彩色电视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0 

车载卫星导航设备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0 

电子坐便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0 

空气湿度调节装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0 

22 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足浴盆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0 

23 
武汉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所 
防水卷材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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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担机构 拟抽查产品 
拟抽查 

批次数 

24 
烟台市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所 
校车、客车、货车等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30 

25 
永州市产商品质量监督

检验所 
焊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40 

26 
远东正大检验集团 

有限公司 
旅行箱包（包括背提包）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40 

27 
岳阳市磁力设备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 
磁力设备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40 

轻小型起重运输设备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20 

防爆电气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30 28 
长沙矿山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 
矿用牵引车辆配套电气设备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 
15 

29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湖南

有限公司 
船用燃料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92 

潜水电泵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20 

泵（不含产业政策限制类泵产品）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 
10 30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内燃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8 

投影仪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0 

原电池及原电池组类（非扣式）（干电池）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0 

电视接收机顶盒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10 

民用阀门、水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 20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20 

31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 

研究院 

儿童及办公家具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40 

合计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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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各类产品异议受理联系电话 
 

序号 拟抽查产品 异议受理联系电话 

1 石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100 

2 有色贵重金属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生产领域） 0731-85693100 

3 儿童玩具（含电玩具）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100 

4 毛皮服装及附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11 

5 
建筑工程机械（混凝土输送泵车、挖掘机、建筑卷

扬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100 

6 电力变压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100 

7 铅酸蓄电池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100 

8 电线电缆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100 

9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100 

10 硬质合金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100 

11 轴承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100 

12 塑胶跑道 0731-85693100 

13 
农机（碾米机、微耕机、脱粒机等）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 
0731-85693409 

14 锌锰产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100 

15 有色贵重金属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流通领域） 0731-85693100 

16 电子计价秤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100 

17 水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100 

18 电能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100 

19 膜式燃气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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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拟抽查产品 异议受理联系电话 

20 家用燃气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09 

21 商用燃气灶具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100 

22 燃气调压器（箱）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100 

23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09 

24 燃气采暖热水炉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100 

25 净水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09 

26 浸入式加热器（热得快）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09 

27 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09 

28 碎纸机产品质量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09 

29 混凝土添加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100 

30 电烤箱及烘烤器具产品质量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09 

31 厨房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09 

32 电热水袋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09 

33 
家居清洁剂（厨房清洗剂、卫生间清洗剂、居室清

洗剂）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 
0731-85693409 

34 儿童首饰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100 

35 按摩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09 

36 电热毯产品质量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09 

37 帐篷产品质量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09 

38 新型节能环保墙体材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100 

39 助力车（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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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拟抽查产品 异议受理联系电话 

40 电动汽车（自行车）用动力电池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09 

41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09 

42 假发制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09 

43 打火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09 

44 电蚊拍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09 

45 
皮肤和毛发护理器具（带电加热元件）产品质量监

督抽查 
0731-85693409 

46 
羽绒制品（羽绒服、羽绒被）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

测 
0731-85693411 

47 冲锋衣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11 

48 安抚奶嘴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11 

49 彩色电视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09 

50 车载卫星导航设备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09 

51 电子坐便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09 

52 空气湿度调节装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09 

53 足浴盆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09 

54 防水卷材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100 

55 校车、客车、货车等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100 

56 焊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100 

57 旅行箱包（包括背提包）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11 

58 磁力设备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100 

59 轻小型起重运输设备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100 

60 防爆电气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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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拟抽查产品 异议受理联系电话 

61 
矿用牵引车辆配套电气设备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 
0731-85693100 

62 船用燃料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09 

63 潜水电泵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09 

64 
泵（不含产业政策限制类泵产品）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 
0731-85693100 

65 内燃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100 

66 投影仪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09 

67 
原电池及原电池组类（非扣式）（干电池）产品质

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09 

68 电视接收机顶盒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409 

69 民用阀门、水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 0731-85693100 

70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100 

71 儿童及办公家具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0731-8569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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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结果通知单 
 

编号： 

 

                             ： 

受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我单位于      年     月    日对你单位（□经

销；□生产）的                         产品进行了省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检验

结果为不合格。 

如对检验结果若有异议，请在接到本通知单 15 日内向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

其上级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提出书面（邮件或寄送文本）意见和相关证明材料，并提供有

效联系方式。逾期无书面反馈的，视为认可检验结果。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异议受理联系方式： 

电话：                        

异议材料寄送地址：长沙市芙蓉南路二段 118 号省市监局产品监督处，邮编：410004 

 

 

承检机构：  

地址：                                      联系电话：                

 

（检验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检验结果确认回执 
编号： 

□ 我单位对检验结果无异议 

□ 我单位对检验结果有异议将在 15 日内提出书面异议。 

 

（企业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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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1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