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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海南省生产领域生活用纸产品及
纸制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

发布时间：2023 年 2 月 27 日

2022 年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全省生产领域的生活用纸产品

及纸制品产品进行了省级监督抽查。本次抽查 15 家生产企业 20批次

产品，经检验，不合格 7批次，不合格发现率为 35%。

一、本次监督抽查检验依据和检验项目

1.检验依据

XZ12-2022《海南省生活用纸产品及纸制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

施细则》

GB/T 20810-2018 卫生纸（含卫生纸原纸）

GB/T 20808-2011 纸巾纸

2.检验项目：

（1）卫生纸（含卫生纸原纸）：细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金

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定量、D65 亮度、横向吸液高度、柔

软度、抗张指数、可迁移性荧光物质、灰分、球形耐破度、掉粉率、

洞眼、尘埃度、交货水分、尺寸偏差、允许短缺量、外观。

（2）纸巾纸：细菌菌落总数、致病性化脓菌、大肠菌群、真菌

菌落总数、灰分、亮度（白度）、定量、横向吸液高度、柔软度、横

向抗张指数、纵向湿抗张强度、可迁移性荧光增白剂、洞眼、尘埃度、

交货水分、内装量、尺寸、偏斜度、外观。

二、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项目

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项目为：卫生纸的“尺寸偏差”、“偏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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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短缺量”和纸巾纸的“尺寸”、“定量”。

三、不合格项目产生的原因

“尺寸”项目不合格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产企业工艺设计不合理

和不按规定尺寸裁切纸张，反映了纸张偏斜、节距和宽度不符合标准

要求；“允许短缺量”项目不合格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厂家偷工减料、

缺斤少两所致，主要反映产品实际包装数量比明示包装数量少；“定

量”项目不合格的主要原因厂家生产工艺控制不当或生产企业不了解

所采购卫生纸原纸定量所致。纸张定量偏低，反映纸张较薄，容易造

成纸张物理强度不达标、纸面容易破损，影响使用。“偏斜度”项目

不合格的主要原因是生产企业工艺设计不合理和不按规定尺寸裁切

纸张。以上抽查不合格项目带来的影响是不合格项目使消费者花同样

的价钱却得不到同等价值的商品，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本次抽查发现的不合格产品结果移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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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 2022 年生活用纸产品及纸制品

产品质量省级监督抽查所检项目符合相关标准的产品

序号 产品名称 型号规格 生产日期 被抽检生产企业/所在地

1

凌晨台球俱

乐部（纸巾

纸）

20cm×18cm×4

层 10 片/盒 20

盒/条

2022-04-28
海口熊氏大正广告有限公司/海南省海口

市美兰区新市片长发新村 36-38 号

2
聚福安（纸巾

纸）

20cm×17.5cm

×4 层 9片/盒

20 盒/条

2022-07-13

海口美兰海达纸业制品厂/海南省海口市

美兰区灵山镇爱群村委会长发新村 36.37

号

3
晶钻-888 卷

筒卫生纸

100mm×120mm

×135 节/卷，10

卷/提，6层

2022-04-08
海口秀英海发纸品厂/海南省海口市秀英

区永兴镇金鹿工业园区 C10 栋 7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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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经典天使-自

然清新卷纸

100mm×120mm

×168 节/卷

10卷/提 4层/

节

2022-03
万宁大茂纸品加工厂/万宁市大茂镇群星

村委会大园村

5
清风牌面巾

纸

210mm×132mm

（3 层） 130 抽

/包

2022-06-15
海南金红叶纸业有限公司/海南洋浦经济

开发区 D12 区

6
清风牌卫生

纸

160 克/卷

138mm×108mm

（4 层）

2022-04-28
海南金红叶纸业有限公司/海南省洋浦经

济开发区 D12 区

7 卫生纸原纸 3层 2022-05-29
海南金盛浦纸业有限公司/海南省洋浦经

济开发区 D12 区

8 合伙人纸巾

10片/盒 10盒/

条 20cm×16cm

3 层

2022-06-10
海口秀英万利纸业制品厂/海口市秀英区

兴海路直入 1000 米

9 小盒餐巾纸

20盒/包，4层,8

张/盒，（200×

175）mm

2022-06-05
三亚田独靓绿纸品包装厂/海南省三亚市

吉阳区大茅村委会下茅村小组黎平房屋

10 红蜓好-卷纸

157mm×100mm

112 节±5%×5

层

2022-05 海南文腾纸业有限公司/儋州市那大镇

11
红蜓好-发财

卫生卷纸

157mm×100mm

×135 节±5%×

5 层/卷

2022-05 海南文腾纸业有限公司/儋州市那大镇

12 卷筒纸原纸 3层 2022.11-13
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海南省洋浦经

济开发区

13
琼洋经典系

列抽纸

140mm×180mm

×440 张/包 8

包/提 4层

2022-05-21
海南琼洋日用化工有限公司/海口市美兰

区桂林经济开发区

海南省 2022 年生活用纸产品及纸制品

产品质量省级监督抽查所检项目不符合相关标准的产品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等级 生产日期 被抽检生产企业/所在地 不合格项目

1
纸巾纸（抽

纸）

105mm×180mm

（3 层）
2022-04-04

海口永达纸品厂/海口市

椰海大道沙坡村
尺寸

2
好心情高级

卷纸
（110×100）mm 2022-06-10

海口永达纸品厂/海口市

椰海大道沙坡村

允许短缺量、尺寸

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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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琼洋（经典）

卷纸

90mm×120mm×

3层 200节/卷

10 卷/提

2022-06-08

海南琼洋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海口市美兰区桂林经

济开发区

允许短缺量、尺寸

偏差

4 餐巾纸
20cm×17.7cm

四层 20 包/提
2022-05-20

海南大正餐饮用品有限公

司/海口市金盘大道 26 号
定量

5
美好面子-原

木质感卷纸

100mm×120mm

×188 节/卷±

5%

2022-07-16

海口龙华暖心柔纸厂/海

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

新迈村 888 号

允许短缺量、尺寸

偏差

6
美惠-888 升

级版卫生纸

100mm×140mm/

节×6层 10提

/件

2022-04-25

儋州那大豪冠纸品厂/儋

州市和庆镇罗便村委会抱

南村

允许短缺量、偏斜

度

7
槟榔花-花香

卷纸

100mm×140mm/

节×6层 10提

/件

2022-04-25

儋州那大豪冠纸品厂/儋

州市和庆镇罗便村委会抱

南村

允许短缺量、偏斜

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