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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海南省贵金属及珠宝玉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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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贵金属及珠宝玉石产品

进行了省级监督抽查。本次抽查 15 家销售企业 20批次产品,经检验，

不合格 4 批次，不合格发现率为 20.0%。

一、本次监督抽查检验依据和检验项目

1.检验依据

XZ16-2022海南省贵金属及珠宝玉石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GB/T 16552-2017 珠宝玉石 名称

GB/T 16553-2017 珠宝玉石 鉴定

GB 11887-2012 首饰 贵金属纯度的规定及命名方法

QB/T 1690-2004 贵金属饰品质量测量允差的规定

GB/T 31912-2015 饰品 标识

QB/T 1690-2021 贵金属饰品质量测量允差的规定

QB/T 2062-2015 贵金属饰品

Q31/0101000043C001-2019 贵金属饰品

Q/CTS 04-2022 高含量贵金属首饰

Q/ZLF 02-2021 贵金属珠宝玉石首饰

Q/ZLF 06-2021 高含量贵金属首饰

Q/CTF 0003-2022 高含量贵金属饰品

Q/GZLF 1-2022 贵金属首饰（素金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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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GZLF 1-2020 贵金属首饰（素金首饰）

Q/370725SYF 004-2021 贵金属合金首饰

Q/YHZB 0002-2020 金含量 999.9‰足金首饰

Q/JWZZ 004-2020 足金饰品（金含量 999.99‰）

Q/JDF 003-2020 高含量贵金属饰品

Q/CTS 01-2021 贵金属首饰

2.检验项目：

贵金属类产品：质量、纯度、印记、命名规则、标签。

珠宝玉石类产品：颜色、光泽、形状、质量、光性特征、多色性、

折射率/双折射率、荧光观察、放大检查、红外光谱分析、紫外可见

光谱分析、珠宝玉石 定名、标签。

二、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项目

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项目为不：贵金属饰品产品的标签、命名规

则、质量、印记。

三、不合格项目产生的原因及危害

1.贵金属饰品标签不合格产生的危害

贵金属标签是消费者获知产品信息的主要渠道，是消费者知情权

的重要来源。国家强制性标准对其有明确要求，标签的标注内容至少

应包括饰品名称、质量（以质量作为结算依据的饰品）、产品标准编

号、生产企业（或销售企业）的名称。此次抽检标签不合格的情况是：

饰品标签上未明示正确的产品标准编号。主要原因是部分销售商为应

付检查，对标准理解不充分，随意在标签上打印标准编号，但实际上

并不适用该产品。消费者如购买商品后维权时，可能会出现无据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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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贵金属饰品命名规则不合格产生的危害

国家标准中规定贵金属饰品的命名规则是指命名内容应包括纯

度、材料、宝石名称和首饰品种。产品正确的命名关系到消费者对产

品性质和用途有正确的认知。如果产品命名规则不合格，会导致存在

品名误导消费者的可能。

3.贵金属饰品质量不合格产生的危害

贵金属饰品的质量是指饰品的重量。目前珠宝市场上多数贵金属

饰品（尤其是黄金饰品）都是按重量计价。即使该产品不是按重量计

价，重量也是价格重要的影响因素。质量不合格问题最直接的是导致

消费者利益受损，或是反映厂家或经销商的验货天平存在不合格的可

能。

4.贵金属饰品印记不合格产生的危害

印记项目存在未按标准要求在首饰上打上“厂家代号”。印记

是标签标识的一种补充方式，消费者可在缺少标签的情况下通过印记

了解商品的制作厂家和制作材料的品种及纯度。如果印记未按标准要

求打印，一方面会给消费者在售后维权或者是维修过程中带来困难，

另一方面如果出现消费纠纷，经销商在追溯厂家的过程也会带来困

难。

本次抽查发现的不合格产品结果将移交被检主体及产品标称的

生产企业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四、具体抽查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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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海南省贵金属及珠宝玉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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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 被抽检主体/所在地 生产企业（标称）

1 足金挂坠 3.71g/件 ——

海口蓝天宇辰商贸有限公

司海口名门分公司/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

路 31 号名门广场北区一

楼 A109 号

周大福珠宝金行（深圳）

有限公司（标签标注）

2 翡翠挂坠 9.28g/件 ——

海口美兰玉大生珠宝店/

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 63

号大润发超市国兴店商店

街 1040 号柜位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标签标注）

3 足金套链 13.43g/件 ——

海口美兰玉大生珠宝店/

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 63

号大润发超市国兴店商店

街 1040 号柜位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标签标注）

4 足金戒指 2.38g/件 ——

海口美兰豫湘珠宝店/

海口市美兰区海秀路 16

号明珠广场 1188 号铺面/

周六福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标签标注）

5
金 Au750 手

链
1.99g/件 ——

海口美兰豫湘珠宝店/

海口市美兰区海秀路 16

号明珠广场 1188 号铺面

周六福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标签标注）

6 足金挂坠 C5496 ——

海南经济特区帮帮团进出

口贸易有限公司/

三亚市吉阳区新风街 261

号蓝海购物广场 1层 A020

广州六福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标签标注）

7 金 750 戒指 C4978 ——

海南经济特区帮帮团进出

口贸易有限公司/

三亚市吉阳区新风街 261

号蓝海购物广场 1层 A020

广州六福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标签标注）

8
翡翠（A 货）

挂坠
—— ——

琼海嘉积光华珠宝金行/

琼海市嘉积镇元亨街金信

商贸中心

深圳市罗湖区喜百珠宝店

（受检单位提供）

9 足金耳钉 —— ——

三亚励嘉商贸有限公司/

三亚市吉阳区新风街 261

号蓝海购物广场 DJ103 商

铺

山东梦金园珠宝首饰有限

公司（标签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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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翡翠挂坠 —— ——

三亚市吉阳诚进珠宝行/

三亚市吉阳区新风街 261

号蓝海购物广场 1层 A026

上海老凤祥有限公司（标

签标注）

11 金 18k 项链 —— ——

三亚市吉阳诚进珠宝行/

三亚市吉阳区新风街 261

号蓝海购物广场 1层 A026

上海老凤祥有限公司（标

签标注）

12 足银手镯 总：24.73g ——

万宁万城得福缘珠宝店/

万宁市万城镇人民中路文

化商业广场一楼铺面

28-30 号

金大福珠宝有限公司（标

签标注）

13 足金戒指
总质量金：

5.95g
——

万宁万城金德信金店/

万宁市万城镇人民中街北

侧文化商业广场第一层

深圳市九五至尊珠宝有限

公司（标签标注）

14
翡翠（A 货）

手镯
—— ——

万宁万城金福珠宝店/

海南省万宁市人民路 45

号

香港金六福珠宝（集团）

有限公司（标签标注）

15 金 750 项链 重量：1.73g ——

万宁万城金福珠宝店/

海南省万宁市人民中路 45

号

香港金六福珠宝（集团）

有限公司（标签标注）

16 足金吊坠 金重：1.69g ——

万宁万城金辉隆珠宝店/

万宁市万城镇人民中路北

侧 08 号

深圳市粤豪珠宝有限公司

2022 年海南省贵金属及珠宝玉石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所检项目不符合相关标准的产品

序号
产品名称

（标称）
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 被抽检主体/所在地 生产企业（标称）不合格项目

1 戒指 5.20g/件 ——

琼海嘉积金宝辉珠宝店/

琼海市嘉积镇内环街 8号右

边铺

深圳金玉德尚黄

金营销有限公司

（受检单位提

供）

标签、命名

规则

2 足铂项链 —— ——

琼海嘉积唐唐珠宝店/

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东风路

明龙商业广场 47 号

深圳市凌臣珠宝

首饰有限公司

（受检单位提

供）

标签

3
足金9999戒

指
4.55g/件 ——

琼海嘉积天一行首饰加工店/

琼海市嘉积镇内环街 171 号

深圳市日昇福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

标签,命名

规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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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铺 （受检单位提

供）

4 足银手镯 —— ——

琼海嘉积中金珠宝店/

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东风路

51 号环球春天广场一层

1FA-005 号商铺

深圳粤豪珠宝有

限公司（受检单

位提供）

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