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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消毒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浙江省消毒产品方面的标准化技术

归口工作的组织，是综合性、基础性和跨部门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省消毒标技

委是由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领导，省卫生厅卫生监督局负责业务指导，浙江省

保健品行业协会负责日常工作。 

工作任务： 

◆ 研究并提出本省消毒产品专业领域标准化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技术措施

的建议。 

◆ 负责组织制订和完善本专业的标准体系表；提出制定、修订本专业地方

标准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的建议。 

◆ 协助组织本省消毒产品专业地方标准的制定、修订、复审和送审，对审

查标准的技术内容提出审查意见和建议。 

◆ 组织本专业地方标准送审稿的审查工作，对标准中的技术内容、采用国

家和国际标准情况等提出审查结论意见，提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

的建议。 

◆ 负责组织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宣贯和对负责起草的相关标

准的技术性解释工作，推动标准的实施；开展标准实施情况的跟踪调查

和分析，定期复查本专业已发布的浙江省消毒产品地方标准，对本专业

的地方标准提出修订、补充、废止或继续执行的意见。 

◆ 积极参加国家消毒产品标准化组织及其活动，努力争取主持或参与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 

◆ 开展与国外标准化组织的合作与交流，跟踪和研究消毒产品领域国际标

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结合实际加以采用。 

◆ 组织开展消毒产品领域标准化技术研究，开展消毒产品标准化学术活动

和咨询服务工作，提出对外开展标准化技术交流活动的建议，协助标准

化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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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技委动态 

浙江省消毒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一届二次委员会议 

暨全省消毒行业经验交流座谈会在杭州举行 

2013年 12月 24日，浙江省消毒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一届二次委员会议暨全省消

毒行业经验交流座谈会在杭州举行。胡国庆主任委员，朱红、陈直平、韦天星副主任委

员，张艳秘书长，俞汀、陆烨、姜华威副秘书长以及相关专家委员、单位委员、企业代

表共计 60 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由消毒标技委秘书长张艳主持。杭州美美科技有

限公司对此次会议的顺利举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消毒标技委副秘书长姜华威代表标技委秘书处作了题为《实践标准化工作新要求 

助力消毒行业规范发展》的年度工作报告。姜华威副秘书长指出，2013年消毒产品标技

委在各位领导关怀鼓励下，在专家、单位委员的支持下陆续开展了地方标准立项征集，

标准宣贯培训，消毒药械企业标准备案前审查，建立我省消毒行业专家库，开展技术咨

询和技术服务等工作，通过不断的探索、完善，标技委相关工作已经有序展开，但仍存

在这诸如行业标准化水平不足，与国标委、卫计委消毒标委会沟通不到位，秘书处自身

能力的局限，缺乏与委员之间的沟通机制等问题，在下一年度的工作中，标技委将进一

步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开展标准制修订工作，加强与国标委、卫计委消毒标委会等组织

的联系；同时继续大力开展标准宣贯、培训，标准汇编工作，积极迎接主管部门的考核。 

陈直平副主任委员在随后的讲话中表示，标技委一年来的工作得到了企业的大力支

持，这从侧面反映出行业对于标准化工作的需求，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标技委的工作

不仅要从保障人民健康入手，更要从促进我省消毒产业繁荣思考。陈直平副主任委员还

建议，目前标技委单位委员数量还有进一步的发展余地，希望能够邀请到更多的优秀的、

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加入标技委。 

朱红副主任委员则表示，希望消毒标技委的下一步工作能够与建立行业诚信体系有

机结合，通过诚信体系的建设，促进行业的快速发展；同时，承担标准的培训工作也是

省消毒标技委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之一，通过培训能够使企业建立生产经营的标准意识，

从而实现标准化生产，进而促进行业发展。 

胡国庆主任委员在最后的总结中表示，标技委目前的各项工作都在有序开展中，专

家委员、企业委员的支持必不可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优秀的专家、企业加入标技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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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为这个行业的发展出力。此外，胡国庆主任委员还在讲话中对标技委的工作提出了

意见，他表示，目前标技委的工作主要还是产品标准制修订，今后标技委的工作重心可

以向全过程标准化的方向转变，同时，根据当前行业政策信息，在新产品研发、国家卫

计委消毒产品卫生安全性评价等工作中，进一步发挥标技委的作用。 

在会上，消毒标技委俞汀副秘书长介绍了全省消毒行业的现状以及未来的监管趋

势，在介绍 2014 年消毒行业监管工作设想时，俞汀副秘书长表示，明年的行业监管工

作主要分三方面展开，首先是对省内消毒产品企业进行全面清理，对于不符合生产要求

的企业坚决实施清理；其次，将加强对企业产品的抽检力度，同时建立黑名单制度，加

强行业严管；最后，要采取多种形式对企业、医院开展培训工作。 

此外，杭州美美科技有限公司等 5家企业也与在座的企业代表分享了企业在生产经

营过程中的经验与心得。 

会议结束后，与会代表表示，此次会议开得十分及时、有效，一方面对消毒标技委

的工作有了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了解行业的最新现状与监管趋势，也分享到了行业内

优秀企业的发展经验，收获很大。张艳秘书长则表示，对于委员与企业代表的提出的意

见与建议，秘书处回去后一定认真研究，争取落实到明年的工作中去。 

 

浙江省消毒骨干企业发起成立消毒行业组织 

2012年，在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和省卫生厅卫生监督局的领导和支持下，浙江省保健

品行业协会发起成立了浙江省消毒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协会负责标技委的日常工

作。标技委成立以来，在标准宣贯、提高全省消毒行业标准化水平方面做了大量积极的

工作。目前，浙江省消毒产业发展迅速，消毒产品生产企业数量位列全国各省市前列。 

当前，消毒行业正处于监管模式和监管政策的调整期，行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省消毒产品标技委大量地承担了标准宣贯培训、标准制修订等相关工作，赢得了广大委

员的一致好评，却囿于机构承担任务的不同，未能在行业市场信息采集、行业市场拓展、

维护行业自身利益等企业迫切需求的方面有所工作。为此，部分委员及消毒企业提议，

能否与秘书处单位合作，共同成立行业组织来推动和规范行业健康发展，更好地服务于

政府、行业和企业，帮助企业排忧解难，维护行业的合法利益，促进行业的健康、持续、

快速发展。此项提议经省消毒标技委一届二次委员会会议一致通过。会议认为，与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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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品行业协会联合筹备成立消毒分会，将与省消毒标技委的工作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的新局面，在行业发展的新时期引领我省消毒产品行业健康快速发展。 

省保健品行业协会是以全省从事生产经营、研究开发健康相关产品的企、事业单位

(如保健食品、营养食品、消毒产品、特殊用途化妆品、保健用品、保健器械、涉水产

品等）、社会团体及个人自愿组成的非盈利性社会团体，是全省健康相关产品行业的管

理组织，负责对全省该行业的“统筹、规划、服务、自律、协调和监督”。 

目前,消毒分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已在积极开展中,现邀请具备入会条件的单位入会，

具体事项函可登录浙江消毒网查阅（www.zjxd.org）或浙江省消毒产品行业 QQ 群（QQ

群号：295501035）查阅及下载。 

 

省消毒标技委秘书处开展标技委委员增补工作 

浙江省消毒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省消毒标技委）自 2012年 11月成立

以后，为全省消毒产品标准化水平提升做了大量的工作。为进一步发挥省消毒标技委的

技术支撑作用，完善委员的专业结构和行业代表性，根据省消毒标技委一届二次委员会

确定的 2014年度工作计划，省消毒标技委秘书处从 2014年 1月开始增补委员的征集工

作，凡符合条件的专家及企业均可向秘书处申报，具体事项函可登录浙江消毒网查阅

（www.zjxd.org）。 

 

陆烨、林军明等 2 位委员获得 

“消毒领域科研创新”专项资金支持 

日前，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布了 2013年科研资金支持项目“消毒领域科研创新”专

项资金评审结果，根据《中华预防医学会科研资金支持项目消毒领域科研创新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对申报项目进行了评审，最终共有 14个项目通过了本

次评审。其中，省消毒标技委陆烨副秘书长、林军明委员的“ATP生物荧光技术对消毒

效果快速评价方法研究”和“洁净手术室系统污染应急处置技术研究”项目分别获得了

该专项资金支持。 

“消毒领域科研创新”专项资金由中华预防医学会设立，目的是培养扶持消毒领域

青年科技人员独立主持科研项目、创新研究能力，促进消毒领域科学研究和学科发展。 

http://www.zjx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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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国家卫计委办公厅公开征求《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规定》意见 

2014年 1月 1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征求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

价规定（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该规定对评价对象、评价内容、评价依据等内容进

行了大量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规定（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卫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范消毒产品生产企业的生产经营

行为，加强企业自律，保障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的有效性、安全性，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消毒管理办法》和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销售、使用的不需要行政审批

的消毒剂、消毒器械（含化学指示物、生物指示物、带有灭菌标识的灭菌物品包装物）、

抗（抑）菌制剂的卫生安全评价。 

第三条 产品责任单位应当自行对符合本规定适用范围的消毒产品进行卫生安全评

价，并对评价结果负责，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全国有效。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首次申请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时，申请资料应当包括相应消毒产

品的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合格的卫生安全评价报告的产品名称及产品责任单位，应当在

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中备注。取得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后，需进行卫生安全评

价的新增消毒产品，应当按照本规定进行卫生安全评价，并将《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

报告》及时报告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发证机关，更新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的产品备注。 

进口消毒产品在华责任单位首次在国内销售消毒产品时，应当在产品上市后 10日

内，向在华责任单位所在地省级卫生监督机构申请备案（申请表见附件 1），合格的卫

生安全评价报告的产品名称应当在备案凭证（见附件 2）上注明。取得备案凭证后，需

要新增消毒产品的，应当按照本规定进行卫生安全评价，并将《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

报告》及时报告原备案单位，更新备案凭证。 

已完成卫生安全评价的产品上市后，产品如有改变或有第十二条规定情形的，产品

责任单位应当及时更新《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相关内容，保证所评价产品与所

生产销售产品相符，并报告原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发证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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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责任单位是指依法承担因产品缺陷而致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

的单位或个人，委托生产加工时，特指委托方；进口产品的责任单位为在华责任单位。 

第四条 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内容包括国产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首次申请

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的除外）、进口产品原产国官方销售证明及其报关单、消毒产品标

签（铭牌）、说明书、检验报告、企业标准。其中，消毒剂、生物指示物、化学指示物、

带有灭菌标识的灭菌物品包装物、抗（抑）菌制剂还应当包括产品配方、原材料，消毒

器械还应当包括产品主要元器件、结构图。 

第五条 消毒产品的配方应当与实际生产的一致，配方的书写格式和要求见附件 3。 

第六条 消毒产品原材料的级别、纯度和消毒器械主要元器件等原材料要求应当符

合相关卫生标准、规范（见附件 4）和企业标准。 

第七条 消毒器械的结构图应当与实际生产产品的结构一致并标明主要元器件名

称、技术参数和数量。 

第八条 消毒产品的标签（铭牌）、说明书应当符合《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

范》和相关卫生标准、规范的要求。 

第九条 产品责任单位应当在产品首次上市前进行检验，并对样品的真实性负责，

送检样品应当为监督封样（委托采封样申请表见附件 5，委托采封样单（格式）见附件

6），并提供产品标签（铭牌）、说明书。所有检验项目应当使用同一个批次产品完成，

检验项目及要求见附件 7。 

第十条 消毒产品的检验应当在省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认定的消毒产品检验机

构进行。消毒产品检验机构无检测资质的项目可委托其他具有计量认证资质的检验机构

进行（无法定检验方法的检测指标除外）。检验机构应当按照《消毒产品检验规定》客

观、真实地出具检验报告，一式 4份，1份存档，3份交送检单位，并对检验项目出具

检验结论。 

对出具虚假检验报告或者疏于管理难以保证检验质量的消毒产品检验机构，由省级

及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取消认定资格。被

取消认定资格的检验机构二年内不得重新申请认定。  

第十一条 消毒产品检验方法和结果判定应当符合消毒产品卫生标准、技术规范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要求（见附件 4），无法定检验方法的指标可依据企业标准。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产品重新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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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际生产地址迁移、另设分厂或车间、转委托生产加工的。其中，消毒剂和

抗（抑）菌制剂应当进行有效成分含量测定，原液稳定性试验，pH值测定；消毒器械应

当进行主要杀菌因子强度测定，不具备杀菌因子测定条件的，应当进行模拟现场试验；

生物指示物应当进行含菌量测定，化学指示物应当进行颜色变化情况测定，带有灭菌标

识的灭菌物品包装物应当进行灭菌因子穿透性能测定。 

（二）消毒剂、抗（抑）菌制剂延长产品有效期的，应当进行有效成分含量、pH

值、一项抗力最强的微生物杀灭（或抑制）试验和稳定性试验。 

（三）消毒剂、消毒器械和抗（抑）菌制剂增加使用范围的，应当进行相应的理化、

微生物杀灭（或抑制）和毒理试验。 

（四）皮肤黏膜、医疗器械消毒（灭菌）剂，医疗器械消毒（灭菌）器械、生物指

示物、化学指示物（包外化学指示物除外），抗（抑）菌制剂的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延

续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时应当重新进行检验（一年内国家抽检合格的检验项目除外），

检验项目为有效成分含量或主要杀菌因子强度、pH值和一项抗力最强的微生物杀灭（或

抑制）试验；生物指示物应当进行含菌量的测定，化学指示物应当进行颜色变化情况测

定。 

第十三条 产品企业标准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消毒剂、抗（抑）菌制剂产品企业标准应当包括原材料卫生质量要求（包括

级别、纯度）、技术要求（包括感官指标、理化指标、微生物指标、杀灭微生物指标、

毒理学安全性指标）及其检验方法、型式检验项目、出厂检验项目等；消毒器械企业标

准应当包括名称与型号、原材料、主要元器件技术参数、技术要求（包括杀菌因子强度、

杀灭微生物指标、毒理学安全性指标）及其检验方法、型式检验项目、出厂检验项目等。 

（二）产品技术要求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法律法规、规范和规定的要求。同时，技术

要求应当不低于相应产品卫生标准。 

（三）检验方法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规定的要求。 

（四）国产产品的企业标准和进口产品的质量标准应当依法备案，并在有效期内。 

第十四条 产品责任单位的卫生安全评价应当形成完整的《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

报告》（格式见附件 8），其中检验报告及企业标准应当为原件，其余部分加盖单位公

章存档。 

产品责任单位提供虚假产品或伪造卫生安全评价报告的，原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发

证机关应当取消其消毒产品生产企业许可证中该产品的备注，并及时向社会公告。 



 

 - 9 - 
 

第十五条 产品经营、使用单位在经营、使用本规定适用范围的消毒产品前，应当

索取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或进口消毒产品的备案凭证，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

报告及其附件中的检验报告、标签（铭牌）、说明书的复印件，并由产品责任单位加盖

公章。 

产品经营、使用单位应当对《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中的产品名称、规格、

剂型、责任单位名称、实际生产单位、标签（铭牌）、说明书、检验报告等信息与生产

企业卫生许可证或进口消毒产品备案凭证、实际销售和使用的产品信息进行核对，相符

的方可经营、使用。过期的消毒产品属于产品卫生质量不符合要求。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及其卫生监督机构应当加强对企业开展消毒

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情况的日常监督检查，不合格的予以公示。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

当定期公告生产企业卫生许可和产品卫生安全评价相关信息。 

对于产品首次上市前未进行卫生安全评价、伪造卫生安全评价报告、评价内容项目

不全、评价结果显示产品不符合要求，县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按照产品不符合

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或产品卫生质量不符合要求，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

防治法》第七十三条或《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进行处罚。 

实际生产地址迁移、另设分厂或车间、转委托生产加工的，消毒剂、抗（抑）菌制

剂变更产品有效期的，以及消毒剂、消毒器械和抗（抑）菌制剂增加使用范围的，未按

照第十二条规定进行重新检验的，未对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中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内容进

行变更的，县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依据《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进行处罚。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国家卫生计生委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 2014年 月 日起施行。以往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与本规定不一致

的，以本规定为准。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新消毒产品和 

新涉水产品卫生行政许可管理规定的通知 

国卫办监督发〔2014〕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委（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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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利用新材料、新工艺技术和新杀菌原理生产的消毒剂和消毒器械以及利用新

材料、新工艺和新化学物质生产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行政许可工作，国家卫

计委组织制定了《新消毒产品和新涉水产品卫生行政许可管理规定》。 

《新消毒产品和新涉水产品卫生行政许可管理规定》和《新消毒产品申报受理规定》

具体内容可登录国家卫生委网站（www.nhfpc.gov.cn）或浙江消毒网（www.zjxd.org）

下载。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新消毒产品和 

新涉水产品卫生行政许可管理规定的通知》的解读 

近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新消毒产品和新涉水产品卫生行政许可管理规定》（以

下简称《管理规定》）。现将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 50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3〕18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

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13〕50号）要求，国家卫生计生委负责利用新材料、新工

艺技术和新杀菌原理生产的消毒剂和消毒器械（以下简称新消毒产品）以及利用新材料、

新工艺和新化学物质生产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以下简称新涉水产品）卫生行政

许可工作。为规范此项行政审批工作，更好地服务申请人和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国家

卫生计生委制定本《管理规定》。  

  本《管理规定》适用于由国家卫生计生委负责的新消毒产品和新涉水产品的卫生行

政许可。包括四章三十条内容，对新消毒产品和新涉水产品卫生行政许可的申请、受理、

审查、决定各环节的内容和时限要求、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各类情形作出了明确规定，并

在附件中对申请步骤、需提交的申请材料及具体要求进行了详细介绍。国家卫生计生委

将定期公告取得卫生行政许可的新消毒产品和新涉水产品批准内容。公告发布之日起，

列入公告的产品不再按新产品进行卫生行政许可。 

 

 

http://www.moh.gov.cn/ewebeditor/uploadfile/2014/02/20140220090452465.doc
http://www.moh.gov.cn/ewebeditor/uploadfile/2014/02/2014022009045246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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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抽检经济型快捷酒店公共用品消毒效果 1/4 消毒不合格 

日前，浙江省开展 2013年经济型快捷酒店卫生专项治理行动，对酒店室内空气质量、

公共用品用具的消毒效果等进行了抽检。 

浙江省共有经济型快捷酒店 848家，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持证率 100%。专项治理行

动中，我省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对 1153名经济型快捷酒店卫生管理负责人和 1069名卫生

管理员进行了培训，督促酒店经营者认真落实“三落实”、“三合格”、“三公示”。 

“三落实”即配备一名专职或兼职卫生管理员、设置一批醒目警示标识、建立一套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档案；“三合格”即消毒设施设备配置合格、从业人员健康体检与培

训合格、公共场所卫生检测合格；“三公示”即卫生许可证公示、卫生信誉度公示、卫

生检测结果公示。 

截至目前，全省 848家经济型快捷酒店均配备了专职(兼职)卫生管理员，846家设

置了醒目的卫生警示标识，833家建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档案；835家消毒设施设备配

置合格，833家从业人员健康体检和培训考核合格，402家公共场所卫生检测合格；848

家进行了卫生许可证公示，730家卫生信誉度公示，463家卫生检测结果公示。 

专项行动还对 313家经济型快捷酒店的室内空气质量进行了抽检，监测指标包括二

氧化碳、一氧化碳、甲醛、菌落总数、可吸入颗粒物。全部指标合格的有 275家，合格

率为 87.86%。对 337家经济型快捷酒店的公共用品用具的消毒效果进行了抽检，监测指

标为细菌总数、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全部指标合格的有 255家，合格率

为 75.67%。 

针对检测结果，卫生监督部门下发了整改意见，要求相关快捷酒店加强室内空气通

风换气，加强对茶具、拖鞋和脸(脚)盆等公共用品用具的清洗、消毒、保洁工作。 

 

 

 

标准化信息 

国家卫计委成立第七届国家卫生标准委员会 

为进一步加强卫生标准工作，完善卫生标准体系，日前经国家卫生计生委批准，第

七届国家卫生标准委员会正式成立，下设信息、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营养、病

http://www.xsmnews.com/tag/%E6%B6%88%E6%AF%92%E6%95%88%E6%9E%9C/
http://www.xsmnews.com/tag/%E6%A3%80%E6%B5%8B/
http://www.xsmnews.com/tag/%E8%8F%8C%E8%90%BD%E6%80%BB%E6%95%B0/
http://www.xsmnews.com/tag/%E7%BB%86%E8%8F%8C%E6%80%BB%E6%9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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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生物控制、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环境卫生、学校卫生、医疗机构管理、医疗服务、

医院感染控制、护理、临床检验、血液、消毒等 17个标准专业委员会。本届委员会任

期 5年。 

消毒标准专业委员会主要标准工作范围：负责消毒相关产品卫生标准、消毒效果评

价方法标准、现场消毒操作应用规范及相关基础标准等卫生标准。 

 

卫生监督中心组织召开《隐形眼镜护理液卫生要求》标准研讨会 

为研究讨论《隐形眼镜护理液卫生要求》与国家食药总局发布的行业标准协调一致

问题，2014年 1月 24日，卫生监督中心组织召开标准工作研讨会。国家卫生计生委综

合监督局、国家食药总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全国医用光学和仪器标准化分技术委

员会、国家卫生标准委员会消毒标准专业委员会相关人员以及标准起草单位参加了会

议。会议由卫生监督中心标准一处主持。 

此次会议主要讨论归口于国家卫生计生委的国家标准《隐形眼镜护理液卫生要求》

于国家食药总局发布的行业标准 YY0719《眼科光学 接触镜护理产品》系列标准的协调

性问题，主要为适用范围和检验方法的使用等问题。经过与会领导和专家的充分讨论，

并根据两部门的职责分工，划分标准的适用范围，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 

 

 

《湿巾类消毒产品卫生要求》起草公开征求意见 

2006年，我国制定了纸巾（含湿巾类）的产品标准，但从原料选用以及生产加工工

艺方面来比较，此标准并不完全适合湿巾产品。由于湿巾的品类众多，原材料基质也有

很多种，而且由于湿巾产品的主要原料含有水，这是与纸巾的最大区别，并不是纸巾的

标准能够满足湿巾产品的质量要求。由于标准的不完善，没有标准可依，只要有卫生许

可证件就可以加工，使得一些不良商家有机可乘，用粗制滥造的湿巾以次充好，甚至没

有任何质量管控措施。因此，该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将改变湿巾类消毒产品在生产原料、

生产环境、生产工艺、质量标准、贮藏运输等各个环节不规范的现状。 



 

 - 13 - 
 

本标准规定了湿巾类产品的术语和定义、分类、生产环境卫生要求、原料要求、人

员要求、技术要求、检验方法、应用范围、使用方法、标志和包装、运输和贮存、标签

和说明书及注意事项。标准文本可从浙江消毒网（www.zjxd.org）下载查阅。 

 

 

 

消毒剂 

美国商务部初裁对中国输美消毒剂征收反补贴税 

美国商务部 12日作出肯定性初裁，决定对中国输美消毒剂征收反补贴税，这是半

个多月内美国商务部再度对中国输美产品发起贸易救济。 

据美国商务部当日通报，遭受处罚的具体产品为俗称强氯精的三氯异氰尿酸，初裁

认定的补贴幅度为 1.55%至 18.57%。强氯精由于杀菌消毒性能优良，在欧美国家多用作

广谱高效杀菌剂和消毒剂。 

根据美国贸易救济案处理程序，初裁结果公布后，所有涉案中国企业需向美国海关

支付反补贴税现金押金，其后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预定今年 6月和 8月分别作

出终裁。如果均为肯定性终裁，美国海关将正式开征反补贴税。 

 

 

美国研究利用植物提取物作杀菌剂对绿叶蔬菜致病菌的灭菌效果 

据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消息，2013年美国 FDA网站介绍了一项利用植物提

取物作为杀菌剂，对绿叶蔬菜中的致病菌进行处理的研究。 

本次研究选择牛至叶（oregano）、莱檬（lime）等 41种植物提取物，研究了它们

对香菜、欧芹、菠菜中沙门氏菌、大肠杆菌 O157、志贺氏菌的灭菌效果。 

在试验过程中，将测试用的植物使用乙醇提取，测定提取物的最低杀菌浓度，选择

杀菌效果最强的提取物做进一步研究。将新鲜蔬菜的叶片用无菌水清洗后晾干，浸没在

两种不同浓度的致病菌悬液中进行接种，之后晾干，储存在 4℃下备用。再将接种过的

http://www.xsmnews.com/
http://www.xsm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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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叶蔬菜分别浸没在氯、硫脲杀菌剂及植物提取物溶液中分别在 4℃下储藏 0、1、5、7

天测试杀菌效果。 

研究发现，通过对 41 种植物提取物的测试，牛至叶提取物及莱檬果皮与果肉提取

物的杀菌强度与氯或硫脲杀菌剂接近，均可降低蔬菜中致病菌的含量，因此可作为天然

可食用的杀菌剂来降低致病菌的污染风险。 

 

 

纳米材料可杀菌  

黑硅是科学家在上世纪 90年代意外发现的除菌材料。如今，黑硅被当作一种制作太

阳能电池板的半导体材料。科学家发现，在电子显微镜下，硅的表面是大量高度为 500

纳米的尖状物质，这些物质可以将任何与其表面接触的细菌的细胞壁撕裂。这是科学界

首次发现某些防水材料的表面可以同时具有物理除菌的效果。 

研究小组 2012年曾吃惊地发现，蝉翼可以有效去除铜绿假单胞菌。蝉翼的这一功能

并非是由于其翅膀上具有任何生化物质，而是由于规则排列的“纳米柱体”将所有停留

在蝉翼表面的细菌切成了碎片。 

研究人员继而对澳大利亚一种名为 Diplacodes bipunctata的红色蜻蜓的半透明前

翼进行了检查，前翼上尖刺的高度为 240纳米，略小于黑硅上的尖刺。研究人员在实验

室对这种蜻蜓的翅膀和黑硅进行了检验，两种物质都具有很好的杀菌效果。这些触感光

滑的平面可以杀死两种类型的细菌，即革兰氏阴性菌和革兰氏阳性菌以及细菌孢子。在

接触后的头 3个小时内，这些平面每分钟的除菌率为每平方厘米 45万个细菌。科学家

称，如果黑硅的制作成本比较高，也可以选择其他很多具有除菌效果的纳米级材料。 

 

 

 

 

消毒器械 

新型餐具消毒器械行业亟待规范 

近年来，筷子消毒机作为一种新型餐具消毒器械出现在全国城市的大多餐饮店，但

由于 2004 年国务院取消了卫生行政部门对消毒服务机构的卫生许可证发放制度，餐具

http://www.xsm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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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消毒业不再纳入卫生许可证监管范围，企业注册时不用事先取得卫生许可证就可以

办理营业执照进行生产，由此造成餐具消毒器械卫生管理存在空白，筷子消毒机消毒功

能欠佳。据有关部门检查显示，抽检 10 份筷子消毒机里的筷子，竟无一合格，所有样

品均检查出存留大肠杆菌。     

有关专家近日调研后呼吁，有关职能部门应加强对筷子消毒机等新型餐具消毒器械

行业的监管力度。专家建议有关职能部门应针对以臭氧、紫外线为介质的消毒产品，以

及不同款式的消毒机等新型餐具消毒器械设备，尽快研究制定统一的行业标准；加强对

餐具消毒器械行业的监督管理力度，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制定新的《消毒管理办法》，

规定企业在取得所在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发放的卫生许可证后，方可从事消毒产品的生

产。     

此外，专家还建议，鼓励成立相关行业协会，承担行业自律、指导规范和督促餐具

消毒器械企业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等社会责任；餐饮企业从业人员，应按照有关规定

进行健康检查，接受食品安全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培训考核，规范操作餐具消毒器械，确

保群众用餐安全。 

 

 

 

卫生用品 

埃及针对卫生巾、纸尿裤征收 30%-40%的关税 

日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近期发布的

消息显示，埃及关税修正案第四部分调整了商品税率目录，其中包括纺织类相关产品。 

根据调整税率商品目录，埃及将对机织、毛织和钩编纺织品征收 10%~20%的关税；

对服饰和运动器材，鞋，包，帽子，地毯，化妆品和护肤品，卫生巾和尿布等商品征收

30%~40%的关税；对毛毯、窗帘、床单和床罩，包装袋，帐篷和帆布，面具，二手服装、

纺织品征收 30%~35%的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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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纸尿裤市场最新发展动向 

在过去的 2013年，在各种卫生用品市场中，正在变化的消费心态和新兴市场极大

地促进了增长。不管是女性卫生用品、婴儿纸尿裤还是成人纸尿裤，全球出现了需求增

长之势，在高增长市场中更是如此。亚太和拉丁美洲是主要增长地区。在亚太以及金砖

国家和中东及非洲的发展中市场里，正在提高的可支配收入和变化中的消费心态等因素

加速了婴儿纸尿裤市场的增长。 

发展中国家的较高出生率和卫生意识正推动全球婴儿纸尿裤市场的增长。

Transparency Market Research公司预计，到 2017年，市场将在 2011年的基础上增长

约 47%，市场规模可达 522亿美元。2011年的婴儿纸尿裤市场销售额约为 356亿美元，

从 2011年到 2017年，预计年复合增长率增幅为 6.6%。增加 166亿美元主要归因于亚太

地区和拉丁美洲的快速增长。在全球各个地区中，亚太地区的婴儿纸尿裤市场增速最快，

从 2011年到 2017年，预计将以 8.4%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 

在全球婴儿纸尿裤市场中，欧洲、中东和非洲以 33%占有市场最大份额，亚太地区

以 30%居第二。与其他地区相比，北美市场由于市场饱合和竞争激烈增速较慢，欧洲西

部的形势也是如此。 

在西方世界的饱和市场中，纸尿裤生产商受到激烈竞争的困扰，不得不使产品有所

差异，一种办法是生产薄型纸尿裤。非织造布工业杂志高级编辑 Karen Mclntyre在其

文章中指出，薄型纸尿裤优势很多。她说：“薄型纸尿裤穿着不仅更行动自如和更舒适，

而且所占货架空间更小和运输费用少。 

                          （浙江省消毒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王东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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