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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消毒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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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消毒标技委受邀参加中国卫生监督协会 

消毒与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10月 14-16日，中国卫生监督协会消毒与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京召开。

省消毒标技委主任委员胡国庆，副秘书长陆烨和俞汀，委员何国华、陆群、汪志强以及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朗索医用消毒剂有限公司等我省部分消毒产品企

业受邀前往参加。本次会议由中国卫生监督协会主办，来自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

疾控、卫生监督、医院、生产企业以及部队、检验检疫、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的消毒、

医院感染控制领域等 400余名代表参会。 

中国卫生监督协会赵同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国家卫生计生委综合监督局段冬梅

副局长、监督协会何昌玲副会长、金银龙副秘书长、国家卫生计生委综合监督局妥佳处

长、医政医管局樊静处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白雪涛副

所长等出席大会。大会成立了中国卫生监督协会消毒与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

会，并邀请国内消毒与感染控制领域知名专家就医院清洗消毒灭菌进展、消毒产品卫生

安全评价、消毒产品监管新要求、医院感染管理的形势与发展、消毒与感染控制标准新

动态、饮水安全与消毒等内容进行了相关学术交流活动。省消毒标技委胡国庆主任委员

当选副主任委员，消毒标技委委员张艳、俞汀、陆群当选常务委员，消毒标技委委员陆

烨、汪志强当选委员。 

在今后的工作中，省消毒标技委将积极开展与国家级相关组织间的交流与合作，及

时传递最新的相关政策、法规法律等信息，帮助我省消毒企业提升相关产品在行业中的

竞争力，助推我省消毒事业的发展，保护公众健康。 

 

 

行业动态 

浙江省启用“浙江省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备案 

自我声明公开系统” 

     消毒产品安全评价报告备案是消毒产品安全性、可靠性的一项重要保障。为进一步

推进浙江省消毒产品安全评价报告备案的规范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工作，积极发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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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的重要作用，“浙江省消毒产品安全评价报告备案自我声明公开系统”已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开通，标志着我省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工作经全新的方式正式开始实施，

消毒产品信息由“备案制”向“自我声明公开制”转变，这一举措大大方便了相关企业。 

近日，已有企业陆续在系统上进行了注册，各地市卫生监督所负责注册信息的审核。

审核通过后，企业可自行在系统上对消毒产品信息进行备案，企业对自身产品的备案信

息进行公开、负责。这一系统的启用，有利于确立企业对产品质量的主体责任，有利于

社会各界对企业进行有效监督，有利于提高行业自律。 

浙江省消毒产品安全评价报告备案自我声明公开系统网址：

http://xdcpba.zjxxws.com:8888/xdcpba/index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进一步加强消毒产品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 

（国卫监督发〔2015〕9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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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号），2013 年 7 月我委取消除利用新材料、新工艺技术和新杀菌原理生产消毒剂和

消毒器械之外的消毒剂和消毒器械行政审批。为加强消毒产品的监管，我委先后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消毒产品监管工作的通知》（国卫办监督发〔2013〕18号）、《消毒

产品卫生安全评价规定》（国卫监督发〔2014〕36号）（以下简称《规定》）和《消毒

产品卫生监督工作规范》（国卫监督发〔2014〕40号）。两年来，各地积极探索、创新

监管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取得了明显成效。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优化服务的要求，现就进一步加强消毒产品事中事后监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保证产品安全有效 

企业是保障消毒产品安全有效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严格依照法律、

法规和标准的要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建立完善消毒产品生产的标准操作规程和管理制

度。企业应当对第一类、第二类消毒产品进行卫生安全评价，评价合格的产品方可上市

销售，保证消毒产品卫生质量和使用安全。要依法依规公示相关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

督。 

各地要逐步推行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等措施，使产品责任单位充分认识信用状况对

自身发展的关键作用, 不断提高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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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一步优化程序，做好企业服务工作 

进一步简化程序，方便企业，取消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备案凭证。省级卫生

计生行政部门要正确认识备案为告知、备而待查性质，不属于行政审批。对备案资料齐

全的要按规定备案，并及时公开除企业商业秘密外的有关备案信息。各地要进一步健全

制度、完善程序、严肃纪律、严格执行，坚决避免变相审批、弄虚作假等行为。同时要

做好企业服务工作，主动开拓为企业服务的新形式、新途径，营造良好的创业创新环境。

加强对企业在产品生产和卫生安全评价等环节的指导，积极探索建立消毒产品网上备案

信息服务平台，切实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和经营企业在购进和使用第一类、第二类消毒产品时，不应

再要求产品责任单位提供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备案凭证，可以按照《规定》要求参考卫生

安全评价报告择优选用产品，建立并严格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 开展消毒与灭菌效果

检测，严格按照要求规范使用消毒产品。 

三、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各地要进一步加强消毒产品事中事后监管，推行日常监督检查、随机抽检、通报、

信用管理等方式，突出问题导向和风险管理，针对消毒产品监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

弱环节，制订年度监督检查和抽检计划，加大对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和第一类、第二类消

毒产品的监督检查力度，重点检查企业是否按照规范要求进行生产，是否按照要求开展

卫生安全评价工作，以及消毒产品卫生质量是否符合要求。监督抽查中发现问题要及时

予以纠正，对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涉嫌犯罪的，按程序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四、及时公开信息，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及监督机构要建立消毒产品信息平台和消毒产品责任单位

信用档案，及时向社会公开许可、备案和监督检查等相关信息。许可公开内容包括企业

名称和地址、实际生产企业名称和地址、企业卫生许可证号、生产类别和项目、发证日

期。备案公开内容包括产品责任单位名称、实际生产企业名称、卫生许可证号（实际生

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号）、进口产品在华责任单位工商营业执照号、产品名称和型号/规

格、产品使用范围、消毒产品分类（第一类、第二类消毒产品）、检验报告结论、卫生

安全评价结论、备案日期，涉及商业秘密的信息不予公开。监督检查信息公开内容主要

包括不合格产品及产品责任单位名单、行政处罚情况等。要逐步实施诚信企业和黑名单

制度，通过信息公开、畅通群众投诉举报途径等方式，充分调动和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形成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社会监督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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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印发全面推进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实施工作方案  

近日，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浙江省全面推进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实施工作方案》，要求分别自 2016 年 1月 1日起和 2018年 1月 1日起，全省第三类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和所有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的医疗器械生产符合《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

理规范》要求。 

    《方案》以全力抓好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规范》的实施和稳步推进第一、二

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规范》的实施为推进举措，具体措施有：一是省药品认证检查中

心按照《规范》及相关附录的要求，制定检查验收标准，细化检查条款内容，统一检查

尺度，对现场检查人员、企业法定代表人和质量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二是企业开展自查；

三是认证中心组织检查员进行现场检查；四是抓好整改落实。同时，为推进全省医疗器

械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水平，鼓励和引导企业在《规范》实施中进行并购整合，做大做

强做专企业。在符合医疗器械监管法规规定的前提下，省局将在产品注册和生产许可的

制度衔接方面积极争取，予以支持。 

    为保证《规范》实施工作的顺利推进，浙江省局将加强《规范》实施工作的指导，

及时解决各地推进过程中遇到的政策及技术上的困难和问题，对各地工作的进展情况进

行检查和督查，并定期进行通报。 

    浙江省全面推进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实施工作方案》具体细则可登录浙江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 （www.zjf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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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查处 

抗（抑）菌制剂夸大宣传等违法行为的通知 

  近期，有举报反映个别消毒产品生产企业生产的抗（抑）菌制剂夸大宣传，在标签说明

书中标注治疗尖锐湿疣、痤疮等疾病，一些医疗机构违规用于临床治疗。为切实加强抗（抑）

菌制剂监督管理，严肃查处夸大宣传等违法行为，特提出以下要求： 

        一、切实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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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要按照《传染病防治法》、《消毒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

求，结合消毒产品生产企业专项整治工作，切实加大对抗（抑）菌制剂监督检查力度。一方

面加强消毒产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重点检查辖区生产企业产品标签、说明书中是否标注了

禁止标注的内容，是否违法宣传疗效。另一方面，要加强对辖区消毒产品经营、使用单位的

监督抽查，督促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规范消毒产品的进货验收和使用，不得将消毒产品作

为药品治疗患者疾病，发现不合格产品应及时追溯核查。 

        二、建立健全协调协查机制 

        各地要主动加强与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沟通，研究建立部门联合查处协调机制。对涉

嫌打着消毒产品的幌子，行冒充药品、在临床用于治疗疾病之实的，要及时移交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同时，要健全消毒产品跨省协查机制，在监督检查中发现非本辖区生产企业的不合

格消毒产品，应当及时向生产企业所在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或监督机构通报情况。 

        三、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各地要严厉打击抗（抑）菌制剂违法夸大宣传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企业。

加大消毒产品生产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企业不良记录名单制度，依法公布不合格产品信

息。要依法严肃查处未按规定建立并执行消毒产品进货验收制度、不规范使用消毒产品的医

疗卫生机构，切实保障患者安全。 

 

 
 

我省上半年我省纸尿裤（尿垫）卫生质量抽检合格率 100% 

一、抽检结果 

今年上半年，我省各级卫生监督机构根据消毒产品监督抽检计划，对生产 

企业和经销环节的纸尿裤（尿垫）进行卫生质量抽检，检测细菌菌落总数、大肠杆菌、

致病性化脓菌、真菌菌落总数等微生物指标和检查标签说明书。共抽检 64批次产品，

全部合格。其中在 15家企业抽检 27批次，在 16家经销单位抽检 37批次。 

  二、如何购买放心的纸尿裤 

  宝宝的肌肤白皙柔嫩，选择纸尿裤一定要注意品质。 

  1、产品包装标识应齐全。纸尿裤属于消毒产品中的卫生用品类，生产企业必须获得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 

  按规定，产品的最小销售包装上应注明生产品名称，主要原料名称，生产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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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联系电话、邮政编码），国产产品的标注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号、生产日期和有

效期（保质期）或生产批号和限期使用日期。进口产品的还须标注原产国或地区名称。 

  2、消费者在纸尿裤时应检查外观质量。好的纸尿裤从外观上看应干净整洁、无异味、

表面无破损、无污迹、不干胶条没有撕开的痕迹。 

 

 

标准化信息 

GB/T 18801－2015《空气净化器》2016 年 3 月起实施 

2015年 9月 15日，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新修订的 GB/T18801－2015《空气净化器》

国家标准，明确了评价空气净化器的基本技术指标与空气净化器产品的标志和标注，新

标准将于 2016年 3月 1日正式实施。  

  新标准明确了空气净化器的基本技术指标（核心参数）是“洁净空气量”（简称 CADR

值）和“累计净化量”（简称 CCM 值），即空气净化器产品的“净化能力”和“净化能

力的持续性”；将空气净化器的噪声限值由低到高划分为 4挡；提升了空气净化器针对

不同污染物净化能力的能效水平值，分为合格和高效两个等级。 

  新标准完善了空气净化器产品去除各类目标污染物净化能力的实验方法，包括针对

颗粒物、甲醛累计净化量的测试方法，即空气净化器净化寿命实验；针对甲醛净化能力

测试和重复性评价。 

  新标准对空气净化器产品说明书的标注内容做出规定：应包括净化器名称、型号，

净化器特点、净化原理、主要使用性能指标，以及安装、维护、保养等注意事项。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组织全国家电标准化委员会、生产企业多次研究讨

论，有力的推动了 GB/T18801《空气净化器》国家标准的顺利修订。 

 

 

2015 版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发布实施（消毒产品） 

    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起，共涉及 234 类产品实施规范发布实施。为提高产品质量监

督抽查工作的科学性、统一性和规范性，质检总局依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

结合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的执行情况和产品标准变化情况，对已发布的监督抽查

实施规范进行了全面修订，制定了部分新产品的监督抽查实施规范，形成了《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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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抽查实施规范（2015版）》。 

2015版实施规范中涉及到的消毒产品有： 

CCGF 304.4-2015 消毒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CCGF 201.19-2015 食具消毒柜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CCGF 301.1-2015 纸巾纸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CCGF 301.2-2015 卫生纸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CCGF 301.3-2015 湿巾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CCGF 301.4-2015 纸尿裤(片、垫)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CCGF 301.5-2015 卫生巾(含卫生护垫)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等。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包括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

等内容，属于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检验和判定的技术性规范，须严格按照其要求执

行。 

以上标准文本可登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网站 （www. aqsiq.gov.cn）或浙

江消毒网（www.zjxd.org）下载。 

 

 

国家卫计委办公厅公开征求 

《喷雾消毒效果评价方法》等 2 个标准意见 

 

1.喷雾消毒效果评价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喷雾消毒效果的评价原则和检测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使用喷雾消毒方法的消毒剂和消毒器械的效果评价和检测。 

 

2.内镜消毒的消毒剂和清洗消毒机和评价与检测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用于内镜消毒的消毒剂和清洗消毒机（简称消毒机）的评价原则与检

测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内镜消毒的消毒剂和清洗消毒机（简称消毒机）消毒效果的评价与检

测。 

以上标准文本可登录国家卫生标准网（www.wsjdzx.gov.cn）或浙江消毒网

（www.zjxd.org）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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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具集中清洗消毒行业自律标准将正式发布 

自 8月 1日起南京各正规餐具消毒企业统一使用带有“1122”标志消毒餐具包装后，

餐饮消毒行业又有了新动作。中国餐消行业标准起草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来自南京市消

费者协会、餐消行业清洗技术和设备研发专家，以及全国各地近 20个省市餐消行业的

代表参会。行业标准将对清洗过程中浸泡、喷淋具体时间进行严格要求，降低包括余氯

在内的餐具上的化学残留、强化物理消毒效果，同时在原有对餐具上大肠杆菌、沙门氏

菌、等清除的基础上，加入霉菌、真菌、肝炎病毒等常见致病菌和病毒的清除。消费者

如发现餐饮具不卫生的情况，可拒绝使用、申诉合理赔偿，并向有关部门举报。预计今

年 11月 22日，将正式发布餐饮具集中清洗消毒行业自律标准。 

  “目前，餐饮具行业清洗执行的国家标准是 1994年出台的 GB14934-1994食(饮)具

消毒卫生标准。和现状相比，许多规定都相对比较落后，例如只对最后产品的菌落总数

等消毒标准作了规定，有毒有害物质或化学残留等暂时无明确标准。”中国餐饮具消毒

行业协会申请筹备负责人吕先铭表示，和之前的标准相比，此次餐饮具集中清洗消毒行

业标准不仅增加了洗碗机质量标准等项目，还规定了公共餐饮具运输车辆装置和管理标

准，相关清洗标准也将提高，全过程中每一个细节都制定了严格标准并还将不断细化。 

    专家介绍，餐消行业原先门槛较低，导致卫生状况堪忧，消费者投诉中也有对此问

题的反应，例如用来历不明的有毒有害物质进行洗涤的小作坊依然存在；甚至有小饭店

为了节约时间，夜间直接在包厢里拿两盆水对用过的餐饮具进行清洗。行业标准出台后，

有助于提高餐消行业的从业门槛、提高企业服务质量。届时，对餐消行业的监督管理就

有据可依，同时也能在正常的市场竞争中将非正规小作坊清理淘汰出去。 

 

 

消毒剂 

邻苯二甲醛消毒剂对内窥镜消毒效果的试验研究 

邻苯二甲醛（Ortho-Phthalaldehyde，OPA）是国内外近年研究开发的一种新型化

学消毒剂，因其比戊二醛刺激性小、腐蚀性低、杀菌速度快等特性，研究者期望成为戊

二醛替代品用于内窥镜消毒。邻苯二甲醛消毒剂为含 5969mg/L邻苯二甲醛的复方水溶

液制剂。为了解该邻苯二甲醛消毒剂对内窥镜的消毒效果，在实验室进行了模拟现场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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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试验。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方法 

1.1 试验菌悬液制备 

用大肠杆菌（8099）24h新鲜培养物和枯草杆菌黑色变种（ATCC 9372）芽孢悬液，

用含 1000mg/L蛋白胨生理盐水稀释配制试验菌悬液，备用。 

1.2 胃镜模拟现场消毒试验 

1.2.1 染菌  分别将胃镜浸泡于制备的大肠杆菌悬液和枯草杆菌黑色变种芽孢悬

液中 5min，使胃镜表面和内腔均污染上细菌。 

1.2.2 采样方法 未将表面采样，用无菌棉拭沾湿采样液，对胃镜表面进行涂抹采

样，面积 25m2 。将采样棉拭端剪入 5ml洗脱液试管中被检。 

胃镜内腔采样，用无菌注射器吸取 5ml洗脱液从胃镜活检口注入，用 15ml无菌试

管从活检口收集洗脱液被检。经充分振荡洗涤并作适当稀释，取样接种，做活菌计数培

养，计算阳性对照细菌总数。 

1.2.3 消毒处理方法 按照《内镜清洗消毒技术操作规范》规定的内镜的清洗步骤

与方法进行清洗。将清洗擦干后的胃镜置于含 5969mg/L邻苯二甲醛消毒液的消毒槽中，

各孔道用于注射器灌满消毒液，浸泡消毒不同时间，按上述方法进行胃镜外壁与内腔面

采样。采样液为中和剂（经鉴定用含 8g/L甘氨酸、30g/L吐温 80、5g/L卵磷脂的 PBS），

将采样标本中和作用 10min，进行活菌计数培养，计算对两种细菌的消除率。试验重复

20 次。 

2 、结果 

试验结果表明，用含 5969mg/L 邻苯二甲醛消毒剂对胃镜表面污染的大肠杆菌浸泡

作用 5min，平均杀灭率为 99.18%；作用 10min，对胃镜表面和内腔污染的大肠杆菌杀灭

率均达到 100%（表 1）。 

 

表 1 邻苯二甲醛消毒剂对胃镜污染的大肠杆菌模拟现场消毒效果 

检 测 

部 位 

试 验 

次 数 

消毒前 

菌落范围

（cfu/cm2） 

作用不同时间（min） 

的平均消除率（%） 

5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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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镜内腔 5 23～110 99.42 100.00 100.00 

胃镜表面 5 27～98 98.82 100.00 100.00 

  

以相同浓度的邻苯二甲醛消毒剂对胃镜表面污染的枯草杆菌黑色变种芽孢作用

50min，杀灭率达到 100%，对胃镜内腔污染的该细胞芽孢平均杀灭率为 99.88%；作用

60min，对胃镜表面和内腔污染的该细胞芽孢杀灭率为 100%（表 2） 

 

表 2 邻苯二甲醛消毒剂对胃镜污染的细菌芽孢模拟现场消毒效果 

检 测 

部 位 

试 验 

次 数 

消毒前 

菌落范围

（cfu/cm2） 

作用不同时间（min） 

的平均消除率（%） 

50 60 70 

胃镜内腔 5 24～84 99.76 100.00 100.00 

胃镜表面 5 21～66 100.00 100.00 100.00 

  

3、 讨论 

邻苯二甲醛（OPA）具有醛类的一般性质，能溶解于水、醇和醚等有机溶剂，在消

毒使用浓度的水溶液呈无色透明，无不良气味，对皮肤粘膜无刺激性，其化学性质稳定。

该消毒剂能有效杀灭细菌繁殖体、结核分支杆菌、真菌、细菌芽孢和灭活各类病毒。鉴

于 OPA各种性能均优于戊二醛，国外学者曾提出用 OPA代替戊二醛作为内窥镜消毒剂。

OPA 作为消毒剂的潜在缺点是与蛋白质反应显色，在使用时注意配带个人防护设备如手

套、眼口罩和放水围裙等。 

本试验所用邻苯二甲醛消毒剂为复方产品，含有醇类、双长链季铵盐类及乳化剂协

同增效。结果显示，以含 5969mg/L 邻苯二甲醛该消毒剂对胃镜内外污染的大肠杆菌作

用 10min可达到完全消除；作用 60min 可完全消除污染的细菌芽孢。该消毒剂用于内窥

镜消毒与戊二醛相比，具有使用浓度低、使用前无需活化、对金属腐蚀性小等优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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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替代戊二醛作为内窥镜消毒剂。 

 

 

消毒器械 

医疗器械注册管理法规解读 

一、什么是医疗器械登记事项变更和许可事项变更？ 

依据《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令第 4 号）第六章第四十九条

和《境内第三类和进口医疗器械注册审批操作规范》（食药监械管[2014]208号），《医疗

器械注册证》及其附件所列内容为注册限定内容，已注册的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

医疗器械注册证及其附件载明的内容发生变化，注册人应当向原注册部门申请注册变

更。 

注册变更分为登记事项变更和许可事项变更。 

注册证中注册人名称和住所、代理人名称和住所发生变化的，注册人应当向原注册

部门申请登记事项变更；境内医疗器械生产地址发生变化的，注册人应当在相应的生产

许可变更后办理注册登记事项变更。 

而注册证及其附件载明的产品名称、型号、规格、机构及组成、适用范围、产品技

术要求、进口医疗器械生产地址和“其他内容”栏目中相应内容等发生变化的，注册人

应当向原注册部门申请许可事项变更。 

对于未在注册证及其附件载明的内容发生变化的，企业应按照其自身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做好相关工作，并保证其质量管理体系的持续有效运行。 

二、医疗器械登记事项变更和许可事项是否可以同时申请？ 

根据总局受理和举报中心《关于医疗器械（含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申报有关问题的

公告》（第 129号），登记事项变更和许可事项变更可以分别申请，也可以合并申请。 

合并申请的，申请人应当分别填写《医疗器械/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登记事项变更申

请表》和《医疗器械/体外诊断试剂注册许可事项变更申请表》，并在“其他需要说明的

问题”中标明合并登记事项/许可事项变更。同一产品的不同注册申请中如使用相同的

资料（包括证明性文件和技术性资料），可仅提供一份资料原件随同任何一个注册申请

申报，其他申请中需注明该项申报资料原件出处。 

在 2015 年 4 月 1 日后，上述事项依然可以同时申请，同时申请同《关于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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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申报有关问题的公告》（第 129 号）要求。相关申请按照许可

事项变更申请的程序办理。 

三、什么是获准注册的医疗器械？ 

获准注册的医疗器械，是指与该医疗器械注册证及附件限定内容一致且在医疗器械

注册证有效期内生产的医疗器械。 

四、相关公证要求是指什么？ 

依据《境内第三类和进口医疗器械注册审批操作规范》（食药监械管[2014]208号）

明确，进口产品申报资料，如无特别说明，原文资料均应由申请人签章。原文资料“签

章”是指：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签名，或者签名并加盖组织机构印章，并且应

当提交由申请人所在地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件。 

其公证主要是针对原文资料相应“签章”，以便于确保进口产品注册申请及其提供

的资料，确系申请人自身的真实意愿，其相关行为真实。 

 

 

卫生用品 

造纸“十二五”规划原料优化目标基本完成 

据中国造纸协会的数据分析，2014年，我国造纸原料结构调整已基本提前完成“十

二五”规划目标。国内木浆造纸比例不断提高，非木浆造纸已降至较低比例，废纸浆比

重则进一步提升。国产木浆及国产废纸浆比例也基本达到目标要求，但二者仍有较大提

涨空间。 

据统计，2014年我国造纸木浆使用比例已升至 26.78%，超过规划目标 2.48个百分

点;非木浆比例降至 7.96%，低于规划目标 3.74个百分点;废纸浆比重增至 65.26%，超

过规划目标 1.26个百分点;国内废纸浆比重增至 41.61%，超过规划目标 0.61个百分点;

国产木浆比重升至 10.04%，仅较规划目标低 0.26个百分点。 

我国造纸原料可基本划分为木浆、非木浆及废纸浆，与美国、加拿大、芬兰等国家

90%以上采用木浆造纸相比，我国木浆造纸占比较低，主要以废纸浆造纸为主，且非木

浆造纸仍占相当一部分比例。长期以来，我国木材纤维短缺及早期国内市场对纸张质量

要求相对较低，但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纸及纸板

产量及消费量快速增长，市场对纸张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其带来的结果是：非木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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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比例的不断降低及木浆、高质量废纸需求的逐年大幅增长，造成了我国每年需进口

大量木浆及废纸以满足国内需求，形成国内造纸工业原料高度依赖进口的不利局面。 

基于此，《造纸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强调，我国造纸工业迫切需要加快产业

结构调整，其中就包括通过优化原料结构、提高原料保障水平，加快形成符合我国国情

的以废纸纤维、木纤维为主，合理利用非木纤维的造纸原料结构。《规划》提出，2015

年木浆、非木浆、废纸浆比重分别由 2010年的 22%、15.3%、62.7%调整为 24.3%、11.7%、

64%，国内废纸浆比重由 38%提高到 41%，国产木浆比重由 8.4%提高到 10.3%。 

 

 

中国婴幼儿快消品行业年增 18% 

某机构最新的调查显示婴幼儿快消品行业在中国保持高两位数增长(18%)，在过去

一年销售额接近 1030亿人民币，显示了这个市场对于制造商和零售商巨大的商业潜力。 

为了更好地理解婴幼儿快消品行业中，诸如婴儿食品和尿布等产品的市场趋势以及

消费者行为，某机构对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 60个国家的消费者进行了线上调查，这些

受访者在过去五年内都曾有过婴幼儿快消品的购买行为。调查洞察了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以及线上线下资源将有效影响实际购买行为。在中国，单独二孩政策、快速城市化、对

国家的强信心都促使消费者采取一种更便利的生活方式，这使得婴儿奶粉和婴儿食品更

受欢迎。 

有机和健康的选择 

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当他们选择某一婴儿食品时，丰富的营养(36%)、安全

的原料及加工方式(43%)是十分重要的考虑因素，分别排在重要性的第二和第三位。而

可信赖的品牌以 45%的得票率排在所有考虑因素的第一位。有机或纯天然食品同样是一

个十分重要的考虑因素，尤其在亚太地区，31%的受访者选择了这一选项。相比于非洲

或中东、拉丁美洲和北美地区，分别仅有 26%、20%和 18%的受访者表示有机食品是其在

决定购买婴儿食品时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中国消费者对婴儿食品和婴儿尿布品牌忠诚度高 

中国婴幼儿快消品消费者进行婴儿食品和尿布采购时，分别有 52%和 50%的消费者

表示他们并不在意价格因素。相比之下，只有 36%的印度受访者、36%的日本受访者和 2

1%的澳大利亚受访者表示他们在购买心仪品牌的婴儿食品时不考虑价格。中国消费者与

亚太其他国家消费者相比，同样对知名品牌(78%)有着更强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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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者引领婴幼儿产品线上购买 

相较于线上消费，中国消费者更倾向于在实体店购买婴幼儿用品。但这一趋势正随

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转移至线上渠道而发生改变。电子商务零售商由于实体基础设施资

金投入的减少以及供应环节的减少，而得以在价格和便利性上取得优势，进而参与竞争。

线上购物同样为忙碌的父母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主张——无论何时何地随心

所欲进行购物，并享受免费送货上门服务带来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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