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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批批次次童童装装玩玩具具书书包包不不合合格格
快开学了，给孩子买东西要看仔细了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张玉
岩 通讯员 黄庆财 李倩）
27日,记者从济南市工商局获悉，
工商局近日对全市流通领域销售
的儿童（幼儿）服装以及儿童玩
具、书包、铅笔、修正液等进行了
法定抽查检验，发现12个批次的
产品不合格，请家长给孩子买东
西的时候要看仔细。

12批次不合格产品中，6个批
次的儿童（幼儿）服装质量判定为
不合格，主要存在纤维含量等问
题。5个批次的儿童玩具不合格，主
要存在可触及的锐利尖端等安全
隐患问题。另有一款书包因蓝色面
料湿摩擦色牢度不符合企业明示
执行标准要求，被判定为不合格。

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
商品，济南市工商局已依法对销
售不合格商品的10家经营者进行
立案调查，并责令其依法采取警
示、召回等措施。

同时，济南市工商局要求，凡
在本市范围内的流通领域经营
者，销售与本次公示不合格商品
同一商标、同一规格型号的商品，
必须在公示之日起停止销售。

据济南市工商局消费者权益
保护处工作人员介绍，在本次检
验发现的不合格项目中，儿童玩
具的绳索和弹性绳不合格比例较
高，部分被检商品的嘴线或脚线
单针跨度过大，对儿童手指、脚趾
容易造成缠绕勒伤危害，同时，一
些儿童玩具的尖角、金属丝和长
杆，也存在刺伤、割伤儿童的隐
患。而儿童服装的纤维含量不合
格，主要表现为商品吊牌标示的
面料成分同实际不符。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刘德峰） 8月26
日，济南市环保局公布了7月份的环境违法
信息。山东球墨铸铁管有限公司、济南万兴
达化工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因“超标排放”、

“未依法报批环评文件擅自开工”等违法行
为，被处以4万元至15万元不等的罚款。其
中，山东球墨铸铁管有限公司因“边界噪声
超过国家规定标准”被启动按日计罚程序，
这在济南尚属首次。

在济南市环保局公布的信息中，上个月有6
家企业共被处罚8次，罚款金额共计76.5万元。此
次被环保局处罚的企业，包括济南铁路房产集团
有限公司热力分公司、山东球墨铸铁管有限公
司、济南巴德士化工有限公司、济南万兴达化

工有限公司、中国重汽集团济南豪沃客车有限
公司和山东华尔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未依法报批环
评文件擅自开工”和“需要配套建设的环保设
施未经验收，主体工程投产”等，是这些公司被
处理的主要违法问题。其中，球墨铸铁管有限
公司和华尔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同时出现两
类违法行为，均被分别处罚。

在所有被处罚的企业中，球墨铸铁管有限
公司被罚金额最高，“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和

“边界噪声超过国家规定标准”两项违法行为，
共被处以18 . 5万元罚款。“这是济南首次对噪
声污染启动按日计罚程序，直到合格为止。”济
南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办理身份证

有了微信导航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于悦
通讯员 冯文花 张翀 ) 记者从
槐荫区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该区
发明专利申请 3 9 4 件，同比增长
133 . 14%，增幅居全市各县区之首，
授权86件，同比增长79 . 17%。科技局
相关负责人称：“从专利申请情况
可以看出，辖区企业自主创新意识
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明显增
强。”。

位于槐荫工业园的山东天岳
晶体材料有限公司，是区里一家大
型高新技术企业，专利申请件数也
较多，以研制、生产、销售碳化硅晶
体材料为主业。今年上半年，该公
司新申请了专利15项，新授权专利
8项。“加上这些专利，公司共拥有
碳化硅生产及加工方面的专利达
到65项，其中发明专利21项，实用
新型专利44项。”山东天岳晶体材
料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各项专利技术在碳化硅材料生产
及加工上的应用，为整个碳化硅
生产工艺提供了更为先进的方法
和技术，生产的碳化硅衬底水平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近年来，槐荫区不断完善专利
鼓励政策，引导企业开展专利申请
活动。去年山东天岳获得省级技术
发明一等奖，九阳股份、昌林气囊
摘得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全区新
增各类研究中心、合作基地12家。今
年以来，该区以“科技活动周”、“知
识产权活动周”等为契机，进机关、
进企业、进学校开展专利政策法规
宣传活动，积极组织辖区专利负责
人员参加省、市知识产权执法培
训，提高企业自主创新意识和专利
的保护能力，组织企业参加国家、
省、市各级专利奖、试点企业项目
申报，提高企业创新积极性。在西
市场、华联商厦、嘉华商厦、华联超
市、银座超市、漱玉平民大药店、汽
车配件用品市场等商品流通市场
开展专利执法活动，保护专利市场
公平竞争环境。

“今年辖区4家企业成为济南市
知识产权优势培育试点企业，1家企
业成为山东省知识产权优势培育
试点企业。”槐荫区科技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优化发展软环境。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林媛
媛） 近日，历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对辖区内所有的小饭桌开展专
项整治工作，包括对小饭桌负责人
培训、星级评定、专项抽查等多项整
治内容，希望能以此提升小饭桌食
品安全水平。

“这次整治主要是赶在小学生
开学之前，提升小饭桌的安全系数，
让家长更放心。”历城区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负责人介绍说，整治之后，
历城区所有小饭桌将在统一登记流
程、验收标准、五星级评定标准和日
常监管标准的基础上，在形式上实
行“三统一”管理，即统一公示栏、统
一标识牌、统一四项食品安全管理
档案。“而在内容上，也要形成调查
摸底、动员培训、整改落实、登记申
请、星级评定、社会公示的监管机
制。”

整治活动已经于19日正式展
开，包括负责人培训、星级评定、专
项抽检等多项工作也将陆续开展。9

月10日前历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将对本次专项整治结果进行公
开，并在市局网站进行公示，届时家
长可以关注相关情况，为孩子选择
更加安全的小饭桌。

迎接新生入学

历城整治小饭桌

上半年发明专利

槐荫区增长最多

本报8月27日讯（记者 杜洪
雷） 点开济南阳光户政微信平
台就能看到派出所身份证业务工
作的繁忙程度，从而轻松选择非
繁忙的派出所快速办理。即日起，
济南市公安户政部门在其微信平
台推出“身份证受理点导航”，提
升居民办理户政业务的便捷性。

为方便广大群众就近办理居
民身份证，济南市公安机关于去
年初推出了身份证“全市通办”服
务举措。之后，公安机关又在全省
范围内实现了身份证“异地受
理”。新举措推出一年多来，先后
有11 . 7万名本市居民跨居住地
公安派出所办理了身份证，在济
南市申办身份证的本省其他地市
居民达到3200余人。

实行身份证通办服务在给群
众带来极大方便的同时，也因部
分公安派出所辖区单位密集、人
口流动频繁、办证群众增多，导致
了群众等候时间加长的问题。为
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济南市公安
户政部门依托济南公安阳光户政
微信平台（微信号jnyghz），开发
了“身份证受理点导航”模块，并
于即日起进入试运行。

该“导航”将为群众提供多个
功能。首先，在微信上公布了全市
各派出所的具体地址和联系电
话，以及各分、县（市）局和市局户
政处的监督电话等信息，便于群
众咨询联系。同时，群众还可通过
微信查询身份证办理的具体手续
和注意事项。

其次，该模块实时显示当前
全市各派出所身份证受理业务的
工作繁忙程度，以绿色、黄色分别
表示正常和繁忙状态。同时，对临
时出现设备、网络故障的派出所，
无法正常办公的派出所将显示为
红色。办事群众可就近择优选择
正常工作的派出所前去办理业
务，避免长时间等待问题。

模块利用百度地图为群众提
供受理点的位置服务，在微信百度
地图上告知群众要去办理派出所
的位置，同时提供路线导航和公交
线路，群众可根据距离提示估算时
间，择优选择前去办理的路线。

聒聒噪噪一一天天就就罚罚你你一一天天
“球墨厂”因噪声被按日计罚，开了“先河”

区县资讯

序号 商品名称 被抽检单位 标称生产企业 标称商标
生产日期
或批号

不合格项目

01 彩*童装
济南天桥大润
发商业有限公

司
金旺达制衣企划 ——— 货号：1852322 纤维含量

02
牛仔裤(水

洗产品)

章丘市明水巴

迪小宝童装店

福建格林集团有限
公司、泉州格林服

装有限公司
dadida 款号：AMC2056BN

耐酸汗渍色
牢度、耐碱汗
渍色牢度

03
针织七分

裤

平阴县心连心

超市有限公司

新丝路服饰织造有

限公司
大漠狼孩 款号：DK-031 纤维含量

04
婴童牛仔
长裤（水
洗产品）

市中区童瑞服

装店

上海麦晨儿童用品

有限公司

麦西西wheat

Baby
款号：XC504203 PH值

05 套装 程建强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

吉亮点制衣厂

JI LIANG

DIAN吉亮点

款号：

15CXG131017#
纤维含量

06
特白天丝
长袖圆领
开胸套

济南市长清区
五峰路宝童母

婴用品店

汕头市嘉乐宝贝服

饰实业有限公司
嘉乐拉比 款号：A9153 纤维含量

不合格童装名单

序号
商品
名称

被抽检单位 标称生产企业 标称商标
生产日期
或批号

不合格项目

01 宝贝虎

沃尔玛深国投百

货有限公司济南

泉城路分店

深圳市天威林商

贸有限公司
METOO

条码号：

6948052700124

机械和物理性能中18
个月及以下儿童使用
的玩具上的绳索和弹
性绳

02
110cm

艾米熊

沃尔玛深国投百

货有限公司济南

泉城路分店

上海艾瓦工艺玩

具有限公司

艾米熊

艾瓦

条码号：

6943439200709

机械和物理性能中18
个月及以下儿童使用
的玩具上的绳索和弹
性绳

03 玩具车

北京华联综合超

市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分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骅

冠玩具厂
精灵狗

条码号：

6956930708209

机械和物理性能中突

出物

04
仿真车

系列

济南益康百姓连

锁超市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裕

南玩具厂
YU NAN

条码号：

6952432800052

机械和物理性能中突

出物

05
电动

机器人

济南华联钢城超市

有限公司济钢店

汕头市启航玩具

塑胶有限公司
凌志

条码号：

6941861461781

机械和物理性能中可
预见的合理滥用、可触
及的锐利尖端、其他驱
动机构

不合格儿童玩具名单

不合格书包名单

序号
商品
名称

被抽检单位 标称生产企业
标称
商标

生产日期
或批号

不合格项目

史努比
帆布休
闲包

沃尔玛深国投百
货有限公司济南
泉城路分店

深圳市信迪佳商

贸有限公司
史努比

款号：
条码号：

蓝色面料湿

摩擦色牢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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