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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海南省生产领域食品相关包材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结果
发布时间：2022 年 12 月 8 日

2022 年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全省生产领域食品相关包材产品进

行了监督抽查。本次抽查了 25 批次产品，经检验，发现不合格 2 批次，

不合格发现率为 8.0%。

一、本次监督抽查检验依据和检验项目

1.检验依据

XZ22-2022《海南省食品相关包材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GB/T 13519-2016 包装用聚乙烯热收缩薄膜

GB/T 4456-2008 包装用聚乙烯吹塑薄膜

GB/T 8946-2013 塑料编织袋通用技术要求

GB 4806.7-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T 10004-2008 包装用塑料复合膜、袋干法复合、挤出复合

QB/T 2357-1998 聚酯（PET）无汽饮料瓶

Q/DWYY 5-2020 生物降解塑料餐饮具

Q/HHD 1-2018 聚乙烯（PE）塑料瓶

Q/WDF 10-2020 塑料瓶

QB/T 1871-1993 双向拉伸尼龙(BOPA)/低密度聚乙烯(LDPE)复合膜、

袋

Q/HKYC 001-2019 食品包装用聚乙烯塑料瓶

Q/HXL 1-2018 聚乙烯（PE）塑料瓶

Q/XMT 1-2021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食用植物油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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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NZ 01-2018 塑料（PE）瓶

2.检验项目

（1）塑料瓶：外观、高度、容量、尺寸偏差、壁厚、密封性能、垂

直载压、跌落性能、耐寒性、感官要求、高锰酸钾消耗量（水）、重金属

(以 Pb 计)、总迁移量、脱色试验、乙醛。

（2）食品用薄膜：厚度偏差、宽度偏差、收缩率、直角撕裂强度、

拉伸强度、断裂标称应变、落镖冲击、高锰酸钾消耗量（水）、重金属(以

Pb 计)、总迁移量。

（3）塑料复合袋：规格偏差（尺寸偏差）、拉断力、断裂伸长率、

直角撕裂力、层间剥离、热合强度、抗摆锤冲击能、氧气透过量、水蒸气

透过量、耐热性、耐压性（袋的耐压性能）、耐跌落性（袋的跌落性能）、

摩擦系数、外观、袋装浸泡液、甲苯二胺、蒸发残渣、高锰酸钾消耗量（水）、

重金属(以 Pb 计)、溶剂残留量。

（4）塑料编织袋：允许偏差、拉伸负荷、耐热性能、跌落性能、重

金属、高锰酸钾消耗量。

（5）食品塑料托盘：外观质量、结构、异嗅、容积偏差、负重性能、

跌落试验、耐温试验、漏水性感官要求、高锰酸钾消耗量（水）、重金属

(以 Pb 计)、总迁移量、脱色试验。

二、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项目

本次监督抽查产品不合格项目为：“高度偏差”、“容量偏差”和“跌

落性能”。

三、不合格项目产生的原因及危害

高度和容量不合格主要是由于企业不严格按照设计规格吹塑瓶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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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艺控制不当，导致瓶子高度偏高，容量偏差过大。若塑料瓶高度偏

高，势必增加内装物数量或体积，从而增加内装食品生产企业成本，不利

于内装食品生产企业提高经济效益；若塑料瓶实际容量比公称容量小，未

达到标签标注容量，侵犯消费者正当权益；若塑料瓶跌落性能不合格，在

运输和使用过程中容易造成变形、损坏等，影响消费者正常使用。

本次抽查发现的不合格产品结果将移交被抽查生产企业所在地市场监

管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四、具体的抽查结果如下：

海南省 2022 年生产领域食品相关包材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所检项目符合

相关标准的产品

序号
产品名称

（标称）
等级 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

受检生产企业（标称）/

所在地

1
全生物降解

（好日子碗）
— 300ml 12 条/箱 2022/3/29

儋州大旺园艺有限公司

/儋州市那大镇合罗农

场

2
聚乙烯（PE）

塑料瓶
—

容量：1L 高度：

258mm
2022/5/14

海南海恒达食品包装有

限公司/海南省文昌市

东路镇海文高速大致坡

出口处永青农业园区内

3 PE 塑料瓶 —
容量：600mL 高

度:207mm
2021/9/13

文昌东风实业有限公司

/文昌市东东郊镇东街

198 号

4 无汽饮料瓶 —
330mL/个 高度：

175mm
2022/5/22

海口林秋塑料制品有限

公司/海南省海口市秀

英区大道秀英横路49号

5
聚酯（PET）

无汽饮料瓶
—

350mL/个高度：

174.5mm
2022/6/28

海口富利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

海力路 20 号

6
聚酯（PET）

无汽饮料瓶
— 1555mL/个 2022/6/28

海南信联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省老城经济开发

区北一环路 23 号

7
聚酯（PET）

无汽饮料瓶
— 350mL/个 2022/6/28

海南信联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省老城经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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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北一环路 23 号

8

包装用聚乙

烯热收缩薄

膜

— 550×0.09mm 2022/6/24

海南瑞富源塑胶工业有

限公司/海南省澄迈县

老城经济开发区南二环

路 4.4 公里处北侧

9
包装用聚乙

烯吹塑薄膜
— 545×0.062mm 2022/6/10

海南瑞富源塑胶工业有

限公司/海南省澄迈县

老城经济开发区南二环

路 4.4 公里处北侧

10
聚酯（PET）

无汽饮料瓶
— 350mL 2022/6/29

海南顶津食品有限公司

/海口市秀英区港澳大

道兰海 4号厂房

11
包装用聚乙

烯吹塑薄膜
— 2500×0.08mm 2022/6/30

海南南宝塑料制品有限

责任公司/海口市桂林

洋工业开发区

12
包装用聚乙

烯吹塑薄膜
— 350mm×55μm 2022/7/5

海南继瑶包装彩印有限

公司/海口市桂林洋经

济开发区兴洋大道

13

双向拉伸尼

龙（BOPA）/

低密度聚乙

烯（LDPE）复

合袋

合格品 A类
（195×410×

0.055）mm
2022/7/11

海口彩日纸塑印刷有限

公司/海口市龙华区建

设三横路金马大厦 2D2、

2E3 单元

14
通用真空袋

（PA/PE）
合格品

（400×300×

0.08）mm 100

个/扎 1700 个/袋

2022/6/24

海口诚佳美塑料包装有

限公司/海南省海口市

海榆中线 199 号金鹿工

业园 C2 栋第 5层

15 空白袋 一等品 A类
（425mm×320mm）

×90μm
2022/7/6

海南继瑶包装彩印有限

公司/海口市桂林洋经

济开发区兴洋大道

16

食品包装用

聚乙烯塑料

瓶

—
1.25L/个 H：

284mm
2022/7/6

海口椰彩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国家高

新区狮子岭工业区火炬

横路 14 号

17
聚酯（PET）

无汽饮料瓶
— 500mL 2022/7/21

海南统一企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澄迈县老城经

济开发区北一环路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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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聚酯 PET无汽

饮料瓶
— 355mL 2022/7/21

海南火山岩矿泉水有限

公司/海南省澄迈县老

城经济开发区绕城高速

公路 1 公里处南侧

19
聚酯（PET）

无汽饮料瓶
— 1000ml/瓶 2022/7/16

海南杭泽塑业有限公司

/海口市秀英区秀英大

道海岛阳光 3 期 3A701

20
包装用塑料

复合袋
普通级

（360×260）mm

110μm
2022/6/25

海南现代彩印包装有限

公司/海口国家高新区

狮子岭工业园

（A-3-05-2 地块）

21

聚对苯二甲

酸乙二醇酯

饮品瓶

— 1250mL/个 2022/7/22

海南太古可口可乐饮料

有限公司/海口市秀英

区滨海大道 155 增

22 塑料编织袋 A型 450mm×730mm 2022/7/10

海口琼山云昊编织袋制

作加工厂/府城镇城东

管区中医院旁边种子公

司存储区一楼第二间

23
聚乙烯塑料

瓶
— 1L/个 H:255mm 2022/7/26

海南海鑫隆塑胶制品有

限公司/定安县定城镇

塔岭 开发区富民路 43

号

海南省 2022 年生产领域食品相关包材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

序号
产品名称

（标称）
等级 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 被抽检企业/所在地 不合格项

1 食用油瓶 — 450mL 216mm 2022/5/10

海口龙华笑满堂食品厂/海口

市龙华区苍西村六队明绕路

旁（52 号）

高度偏差、（满

口）容量偏差、

跌落性能

2
塑料（PET）

瓶
— 450mL 2022/7/14

海口南正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秀英一

横路 49 号

容量偏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