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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监提醒

纸尿裤安全监测
40批次产品
6批次不合格

选纸尿裤
“三注意”

$

%

不合格项为pH、
可迁移性荧光增白剂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赵威）昨日，
记者从省质监局了解到，近期，省质监局
组织开展了纸尿裤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
测，官方网站通报的监测结果显示，监测
40批次产品，结果表明，6批次样品不合
格，样品合格率85%。
本次风险监测共采集纸尿裤（
片、垫）

样品40批次，分别采自实体店铺和电商
平台。
6批次样品不合格，样品合
结果表明，
格率85%，不合格项为pH、可迁移性荧光
增白剂。
本次所监测的样品中，有2批次pH项
目不符合标准要求，占样品总数的5%；有

&

5批次可迁移性荧光增白剂项目不符合标
5%。
准要求，占样品总数的12.
据分析，
纸尿裤（
片、垫）
呈中性对人的
pH值过高或过低，
皮肤刺激性最小，
均有可
能破坏人体皮肤酸碱度的平衡而影响健康；
荧光增白剂不像一般化学成分那样容易被
分解，
一旦在人体内蓄积，
会影响身体健康。

看外包装标识。包装标识应有产品名
称、执行标准、商标、企业名称、地址、联系
方式、产品规格、内装数量、婴儿产品应标
注体重、成人产品应标注尺寸或适用腰围、
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或生产批号和限期使用
日期、主要生产原料。
选择婴儿纸尿裤，应根据其
体重变化，及时更换更大型号的
纸尿裤，型号合适的纸尿裤防护
作用较好。
在使用纸尿裤（片、
垫）产品中，若发现产品
渗漏量有问题，应及时
更换其他品牌产品。

■相关新闻

儿童手机
“体检”合格率50%
不合格产品易划伤人

纸尿裤年销量超300亿片
为何国产品牌仅占三成？
纸尿裤是新手妈妈的一道难选题，买
什么，
怎么买，存在大量盲区与误读。
据新华社报道，数据显示，我国每年
纸尿裤销量超300亿片，国产品牌仅占三
成。如何在纷繁市场中挑选纸尿裤？为何
国产品牌“兜”
不住中国宝宝的小屁股？新
华社记者近日对纸尿裤市场进行调查。

小小一片纸尿裤
多少谜团在其中？
一片纸尿裤能够引起婆媳之争，这并
不夸张。家住长春市二道区的靳女士就为
此烦恼。从日本品牌到德国研发，进口超
市到电商海淘，攻略做了十几页，宝宝还
是出现“红屁股”。婆婆则认为不勤俭持
家，甚至担心纸尿裤用久了会出现“罗圈
腿”。
纸尿裤的争议几乎出现在每个婴幼
儿家庭。
“既有理念差异，
也有市场混乱带
来的误导。”中国造纸协会生活用纸专业
委员会秘书长江曼霞说，在欧洲、日本等
地，纸尿裤使用已40余年，经过科学论证
和理念普及。而我国观念尚未形成，加上
收入、环境的不同，会出现认知差异。
我国一二线城市约七成婴幼儿佩戴
纸尿裤，三四线城市、农村等地比例更低。
而婴幼儿纸尿裤年消费量达349亿片，有
2000余个品牌。不少品牌在标识、产地、
说明上也很难区分。
一些广告容易给消费者带来选择障
碍。
“比如，个别厂商会将水倒进纸尿裤直

观判断好坏。然而，纸尿裤并非只有吸水
的国外品牌也都在中国拥有制造基地。
一个指标。”
江曼霞说。
“很多国际品牌材料供应商是国内企业。”
同时，纸尿裤行业进入门槛较低，不
他说。
少小散乱企业混迹其中。“投个几十万元
不过，在制造设备、工业体系和抗菌
就能做，还有一些微商直接和工厂对接。” 抑菌功效上，我国产品与日本、欧洲等还
一位纸尿裤行业从业者说。
存在差距。“我们的稳定性还达不到花王
江曼霞说，我国很早就建立起纸尿裤
的水准，这说明制造的管理体系、工艺体
国家标准体系，也对企业生产、行业秩序
系集合水平有待提高。”江曼霞说，
国内企
严格抽查、
暗访。但大品牌规范易，小作坊
业以中小企业居多，研发投入有限，品牌
把控难。
“大量小散乱企业，
增加了监管的
建设、
市场培育意识有待加强。
难度。”

百亿量级市场
国产品牌如何发力？

纸尿裤也是
“外来和尚会念经”？
调查显示，本土品牌仅占纸尿裤市场
份额33%，近七成为洋品牌。仅宝洁一个
品牌就拥有28%的份额，排名第一的本土
品牌恒安占比不足10%。刚刚过去的“双
11”
，花王、
尤妮佳等国外品牌纸尿裤位居
海淘前列。
长春一名二孩妈妈说，大女儿出生时
她选日本产纸尿裤，小儿子出生时则是欧
洲产纸尿裤。近几年，她在海淘纸尿裤上
花费2万多元。
“只要能承受，优先考虑国外品牌，总
觉得更放心。”
云南昆明10个月男婴妈妈
杨林芬说。
国产纸尿裤和国外品牌究竟有什么
差别？中国产业用纺织品协会副会长郑俊
林认为，在材料、设计、工艺等多个方面，
我国与国外并无太大差别，市场上叫得响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婴幼儿纸尿裤人
均消费量仅是日本的三成，预计2017年市
场规模将超400亿元。随着二孩时代来临，
未来5年消费量将保持超过10%的年均增
长率。面对百亿量级的市场，国产品牌如
何发力？行业秩序如何规范？
核心还是要把产品做好，提高附加
值。“欧洲、日本迎来老龄化社会，本土需
求下降，纷纷瞄准中国市场，推出高端、差
异化产品。”江曼霞说，抓住消费升级，提
高产品品质，向中高端领域扩容，是国产
品牌发展趋势。
国产纸尿裤品牌恒安研发总经理王
添辉告诉记者，恒安研发超薄吸收性材料
和生产机台，可让纸尿裤更加吸水透气，
并且将生产效率和质量大幅提高。目前正
在建设大数据中心，根据用户需求进行差
异化供给。

昱升、爹地宝贝、倍舒特等多个国
产品牌也在布局个性生产，根据宝宝性
别、年龄、地区等提供更精准的供给。
此 外 ，多 个 厂 商 瞄 准 可 降 解 、天 然
等 更 加 环 保 的 材 料 ，在 安 全 上 “ 做 文
章”。
发挥整合优势，形成合力也是途径
之一。郑俊林说，中国产业用纺织品协
会已将婴幼儿纸尿裤列为“十三五”行
业重点发展领 域 ，鼓 励 大 企 业 、材 料 企
业进行产业链整合，引导中小企业进行
科技创新资源 合 作 ，并 进 行 理 念 、使 用
方法等市场宣传。
加强行业监管，保障消费者权益是
底线。
“一方面，要推进多样化的销售渠
道和方式，满足消费者需求，另一方面，
更要对生产、渠 道 ，特 别 是 电 商 渠 道 进
行监管，净化市场环境。”江曼霞说。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赵威）昨日，记者从省
质监局了解到，近日，省质监局组织开展了儿童手
机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官方网站通报的监测结
果显示，
共监测20批次产品，10批次产品不合格，产
品合格率为50%。
本次风险监测共采集样品20批次，分别采自大型商
场、专营商店、电子批发市场和购物网站等渠道。
质监部门对儿童手机产品的CCC认证核查、
机械强度、静电放电、温升测试、防火、定位错误概
率等项目进行了检测。结果表明，有10批次产品
10批次产品不合格，产品合格率为50%。
合格，
不合格样品中，有2批次样品存在CCC认证
核查项目及机械强度项目不合格情况、1批次样品
存在CCC认证核查项目及静电放电项目不合格情况、7
批次样品存在CCC认证核查项目不合格情况。
据分析，机械强度试验是指儿童手机产品应具有足
够的抗外力破坏强度，其结构和材质应使产品在正常使
用时可以抵御遭受外力碰撞的风险。该指标不满足国家
标准要求将可能导致儿童在佩戴使用此类产品时必要
功能丧失，甚至遭受划伤的危险。
另外，静电放电试验是模拟人体在正常使用时通过
摩擦等因素积累大量电荷，当人体与产品相接触导致静
电放电后，产品在静电的干扰下将会出现导致产品自身
的性能或者功能丧失的风险。
质监部门提醒消费者，购买和使用儿童手机产品
时，要通过正规的销售渠道购买儿童手机产品，并索要
正规发票。
购买时核实儿童手机产品生产厂家是否在销售地
设置售后服务部门，核实服务部门的地址、联系电话
等。
另外，儿童手机产品属于CCC范围内的产品，在购
买时要仔细确认产品上是否有CCC标志，是否是认证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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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办人员修改自考成绩 收好处费

90后男粉丝求爱被拒
强行和女主播发生关系

还能帮人办理不通过考试取得毕业证 法院认定受贿犯罪

本报讯 （华商晨报记者 汤洋）90后男子周某在直
播平台认识女主播后，想跟女主播处对象，但被拒绝。
之后，将女主播电话抢走，趁女主播到酒店房间取
电话时，强行和女主播发生性关系。
近日，法院发布案件判决结果，周某因强奸犯罪获
刑三年半。
2017年4月间的一天，90后挖掘机驾驶员周某通过
直播平台认识了女主播邱某。4月中旬，周某与朋友两次
到邱某工作的盘锦某饭店吃饭，提出要和邱某谈恋爱，
但遭到邱某拒绝。于是，周某将邱某的手机抢走。当日晚
23时许，周某以邱某手机被放在盘锦某酒店为由，要求
邱某一同到酒店取手机。进入酒店房间后，周某继续要
求与邱某谈恋爱，邱某拒绝后想要离开酒店，周某拽其
胳膊不让离开，
之后强行与邱某发生性关系……
邱某报警后，周某被警方抓获。
2017年8月，
检察机关将此案公诉到法院。法院审理
此案认为，周某无视国家法律，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手
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其行为侵犯了妇女性的不可
侵犯的权利，
已构成强奸罪。
辩护人提出的周某社会危害性轻微、未使用暴力、
被害人有过错、对其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的辩护意见，无
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其他辩护意见，与事实及法
律相符的，予以采纳。
近日，法院发布案件判决结果，一审认定周某犯强
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沈诚）沈阳
市大东区招考办的工作人员刘某，伙同省
招办的工作人员，利用对方的职务便利，
帮人办理不通过考试取得自考毕业证或
修改自考成绩，收取好处费。
近日，法院发布案件判决结果，刘某
因受贿犯罪被判缓刑，另有人被另案处
理。

招办人员帮人修改成绩
不考试取得自考毕业证
刘某曾是沈阳市大东区招生考试委
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伙同时任辽宁省
高中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自考
处主任科员王某，利用王某从事自考考
务系统管理工作的职务便利，于2008年2
月间，接受沈阳市铁西区高教自考培训
中心校长王某某的请托，为王某某培训
学校的学生办理不通过考试取得大学自
2
考毕业证，收受王某某给予的好处费7.
万元。

刘某伙同原辽宁省高中等教育招生
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吴某，利用
吴某从事自考考务系统管理工作的职务
便利，于2008年至2011年间，接受王某
某的请托，为王某某培训学校的学生办
理不通过考试取得大学自考毕业证或修
改自考成绩，收受王某某给予的好处费
28.
8万元。刘某将21万元交给吴某，余下
8万元据为己有。案发前，吴某因未
的7.
办成不通过考试下发毕业证，将其中的
21万元退还给刘某，刘某将21万元退还
给王某某。

合计收受贿赂款41万元
案发前返还26万元
刘某还伙同吴某于2008年间，
接受证
券公司张某的请托，为其下属韩某和张某
某办理大学自学本科学位证，收受韩某和
张某某给予的好处费5万元，刘某将其中
的4万元交给吴某，剩余的1万元据为已
有。案发前，吴某因未办成，将该4万元退

还给刘某，刘某将收受的5万元退还给张
某，
张某将之分别退还给韩某和张某某。
2万元，
刘某伙同王某收受贿赂款7.
8万元，合计人民
伙同吴某收受贿赂款33.
币41万元，案发前已退返26万元，余下赃
款15万元现已全部追缴。
刘某实名向检察机关举报了他人涉
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的线索，
他人于2013年4月因犯受贿罪和巨额财
产来源不明罪，被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
十六年。

管理工作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办理不通过
考试取得大学自考毕业证或修改自考成
绩事宜。
刘某接受请托款后，大部分送给负责
办理委托事项的国家工作人员，小部分据
为己有，不能简单地以此将刘某的行为界
定为受贿和行贿行为。
事实上，接受请托前，刘某就请托事
项与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了通谋，随后收受
了请托人的钱款，又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去谋取利益，并由
双方事后又共同占有了请托人财物，所以
法院认定受贿犯罪
对刘某和王某、吴某应分别以受贿罪共犯
论处。
另有人被另案处理
法院一审认定刘某犯受贿罪，判处有
法院审理此案认为，刘某伙同国家工 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
作人员，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 人民币十万元。依法追缴刘某所获贿赂款
利，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 十五万元上缴国库。
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宣判后，刘某不服，提出上诉。
近日，法院发布案件二审结果，裁定
为共犯。
刘某伙同工作在省招办的王某、吴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某某和吴某被另
某，
分别利用了其二人负责自考考务系统 案处理。

帮老板收400余万赌资
犯开赌场罪获刑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汤洋）
寄卖公司员工任某帮老板吸收下线
庄家赌球的投注，以及收取转汇赌
资等。
近日，法院发布案件判决结果，
任某因开设赌场犯罪被判缓刑。此
前，任某的老板等已经判决，另有人
被另案处理。

寄卖公司员工帮老板收赌资
还帮助他人结算赌资
某网络游戏公司旗下运营“联
盈”、
“ 联众”、
“ 永强”、
“ 皇冠 （新宝
2
）”、
“SK2”等多个赌博网站，网站
内设“大股东”、
“ 股东（登一）”、
“总
代理（登二）”、
“代理商（登三）”、
“会
员（登四）”五个级别账户，通过“六
合彩”、
“北京赛车”、
“体彩”、
“3D彩”
等多种形式吸收赌博投注。
男子任某是魏某、姚某经营的
寄卖公司员工。2015年7月至2016
年7月间，魏某、姚某利用“新宝2”
赌博网站代理商级账号吸 收 下 线

庄家王某赌球投注共计人民币400
万元。期间，任某明知魏某、姚某利
用网络从事赌博活动的情况下，通
过现金支付或银行汇款的 方 式 帮
助魏某、姚某向王某收取、转汇赌
资。
张某、王某某夫妇 是“ 新 宝 2”
赌博网站总代理级庄家。2016年欧
洲杯期间，林某、彦某、陈某等人先
后找到任某，提出想要赌博网站账
号参与赌球，任某于是从王某处要
来5个代理商级账号，交给林某、彦
某等人，同时任某负责同王某某交
涉上述5个账号的结算赌资等赌博
事宜。
2016年6月11日至7月1日间，
林某、彦某等人利用上述5个账号共
计投注人民币50万元。

被认定开设赌场犯罪
被判缓刑并处罚金
2016年7月19日，
任某到公安机
关投案。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任某

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7000元。
2017年10月，检察机关将此案
公诉到法院。
法院审理此案认为，任某为非
法获利、收受赌博投注，参与赌博网
站利润分成，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
成开设赌场罪，
应负刑事责任。
任某伙同他人共同故意犯罪，
为共同犯罪；任某在共同犯罪中起
次要作用，为从犯，应当减轻处罚。
任某犯罪后主动投案，为自首；到案
后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认罪
认罚，依法予以从轻处罚。
根据任某的犯罪事实、情节及
悔罪表现，及社区矫正机关同意并
出具了社区矫正报告，对任某适用
缓刑对其所在社区没有重大影响，
可以宣告缓刑。
近日，法库县人民法院发布案
件判决结果，一审认定任某犯开设
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
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二
万元。此前，魏某、
姚某、张某已经判
决，
王某、王某某被另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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