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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不达标？手机存爆炸隐患炸？

昨日，浙江省工商局通报了对手机的抽查

结果，抽取的36批次手机中，不合格27批次，批

次合格率仅为25% ， 涉及三星、H T C 、 摩托罗

拉、 诺基亚、 索尼爱立信、 中兴、 华为、

K - T ouch、coolpad等17个知名品牌， 总体质量

状况不容乐观。 其中在电池热冲击检测中，有

20批次不合格，存在爆炸隐患。

17品牌上黑榜

批次合格率仅25%

�� 据浙江省工商局通报，此次在流通领域手

机类商品中共随机抽取手机商品36批次，经检

验，合格9批次，不合格27批次，批次合格率仅

为25% 。涉及三星、H T C 、摩托罗拉、诺基亚、索

尼爱立信、中兴、华为、K - T ouch、coolpad等17

个知名品牌。

此次手机质量测试项目主要包括手机的

外观检查、常温电性能、音频性能、充电器的外

壳表面温度、输出短路保护、0.2C 5A放电性能、

过充电保护、短路保护、热冲击等国家标准规

定的指标。

其 中 ， 电 池 热 冲 击 、 音 频 性 能 、

0.2C 5A 放电性能等三项指标为检测商品

不合格主因。

不合格手机如天津三星通信技术有限公

司 生 产 的 三 星 S5820 （

批 号

00 -5827 -

129026），其电池热冲击、音频性能、电池的标

志不合格；摩托罗拉移动技术（

中国

）有限公

司生产的M T 870（

生产日期

2011

年

10

月

），其

电池的0.2C 5A放电性能不合格； 诺基亚通信

有限公司生产的诺基亚C 6- 01

（生产日期

2011

年

8

月

17

日）

，其音频性能不合格；华为也有3

款手机电池热冲击不合格， 另外有一款音频

性能不合格。

手机电池隐患突出

20批次被通报不达标

据浙江工商局方面表示，电池热冲击项

目 属 于 国 家 强 制 性 安 全 指 标 ， 根 据

G B/T 18287- 2000 《蜂窝电话用离子电池总

规范》的要求，将电池放置热箱中以

（

5℃±

2℃

）

/m in的速率升至150℃±2℃并保温30

分钟，电池不应爆炸起火或漏液，此次检测

的27批次不合格手机中，就有20批次手机不

达标，涉及三星、摩托罗拉、华为等多个品牌

的多个批次。

音频性能测试是衡量手机质量的最直观

因素，根据Y D /T �1538- 2011《数字移动终端

音频性能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进行检测，

手机语音的发送和接收质量对手机用户的通

话至关重要。 本次监测中发现有16批次手机

该项目不合格，三星、诺基亚、华为等多款品

牌在列。

至于0.2C 5A放电性能，是考核手机电池质

量好坏的一个主要指标。是以放电时间来考核

电池的标称容量是否与电池的实际容量相符。

国家标准要求0.2C 5A放电性能的放电时间应

大于5小时，此次监测中，摩托罗拉有一批次该

项目不合格。

另外，此次检测的不合格手机商品中，有1

批次电池的短路保护项目不合格；外包装有两

批次不合格。

已买相关不合格手机

可要求退货

针对此次检测情况，浙江省工商局表示已

组织力量对不合格手机商品进行市场清查和

立案调查，并要求经销单位停止销售不合格手

机，召回已销售的不合格商品。如果消费者购

买了与所列名单中规格、型号、生产日期一致

的手机商品可以要求经销单位退货，也可以拨

打12315电话进行投诉。

同时，浙江省工商局要求手机经销者要严

格执行《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的有关规定，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

度，严把进货产品质量关；不得掺杂、掺假，不

得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

充合格产品。认真执行和落实“三包”规定，依

法妥善处理消费者申诉，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

被检测出有问题的手机厂商，目前选择了

谨慎回应。H T C公关经理金蕾昨日向《每日经

济新闻》记者表示，他们已注意到浙江省工商

局的通报， 也在向售后部门了解相关情况，有

进一步的情况的话，会对外回应。

消费者在当当网购买了20部iPhone�4手

机， 收到货后发现是翻新和高仿的手机。诉

诸法律后，法院一审判决当当网按照“假一

赔五” 的承诺主张赔偿消费者近50万元。记

者前日获悉， 当当网提起上诉， 北京市二中

院已受理。

陈先生是上海人，2011年8月10日，他和朋

友宋女士在当当网上以4850元的单价购买了

20部iPhone�4手机，准备用来送人。这些手机

最终由当当网商家天禧通手机专营店销售，并

通过中通快递交付给二人。但陈先生收到快递

送来的货后， 觉得有些异常，“一看盒子的外

包装颜色，就觉得有问题”。

陈先生随后将手机送去检测，苹果公司售

后给出的鉴定结果是，19部手机为返修机，另

有1部在数据库里查不到信息， 定性为非工厂

里生产的产品， 应为假冒手机。“除了说明书

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陈先生说， 当时i-

Phone�4销售正紧俏，他无法重新购买，也造成

了损失。

陈先生随后与当当网联系，起初当当网并

不认账。 陈先生出具了苹果公司的检测报告，

当当网才同意退货，但是陈先生并不同意这一

处理结果。他提出要求，当当网应在退货之外

给付5倍的赔偿金，依据是其做出的“假一赔

五”承诺。按照此规则，陈先生和宋女士的购

机款约为9.7万元，除按原价退款外，当当网还

应给予48.5万元赔偿款。

本案一审中，当当网辩称，原告未提供证

据证明涉案手机系天禧通专营店销售；当当网

仅是网络平台提供者，并非商品销售者，不应

承担赔偿责任，手机由天禧通公司发出，发票

由该公司开具，应追加该公司为被告；涉案手

机经检测为返修机，并非假货，不适用“假一

赔五”。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当当网退还手机

款， 并给付陈先生二人近50万元的赔偿金。判

决后，当当网不服，上诉至北京市二中院。

北京日报

茅台五粮液

已全额缴纳4.49亿元罚单

茅台和五粮液公司因价格垄断被罚4.49

亿元，创我国反垄断史上最大罚单。发展改革

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副局长张光远昨

日透露，到3月11日前两公司已全额缴纳罚款，

相关案件已结案。

新华网

如何突破白酒发展谜局？如何利用资

本助力酒业发展？“2013全球白酒资本论

坛暨第二届中国白酒金樽奖总评榜”将于

3月26日在成都启幕。活动启动以来，受到

了白酒企业、经销商的、金融机构及酒类

交易平台的广泛关注。 据组委会透露，颇

具传奇色彩的酒类顶级营销大师布莱恩·

比根已“敲定”出席，将为论坛带来精彩

演讲。

借“混搭” 创造世界畅销甜酒

布莱恩·比根现任 B.E.International

（BEI.）集团总经理、大中华区总监，他堪

称酒业营销界的传奇人物，拥有众多世界

500强企业的品牌营销经验， 曾为多家酒

类品牌出谋划策。

帝吉亚欧公司的百利甜为很多人熟

知，但很少有人知道，百利甜就是布莱恩

和其团队的营销创举。20世纪60年代中后

期， 帝亚吉欧酒业的前身D istillers公司面

临威士忌销售下降的问题，尤其是女性消

费者极少。 如何实现营销创举来拉动销

售？ 布莱恩和其团队同事接下这个重任，

“我们尝试了将乳品与威士忌结合， 创造

出了百利甜。”据布莱恩介绍，直到今天，

这款甜酒仍畅销世界多个国家，受到了众

多女士的青睐。

除此之外，喜力啤酒跨越国界进入英

国市场、珍宝威士忌品牌的重塑与推广都

是布莱恩所在团队的营销智慧。

布莱恩如何看待白酒业目前的局势

及未来走势？中国白酒的国际化之路是否

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

白酒有何动向？布莱恩先生将为大家分享

他资深的业内观点。

白酒大腕齐聚 共享盛会

昨日， 组委会报名咨询电话依然火

热，多家酒企、经销商表达了参与论坛的

愿望， 多家酒类交易平台也已火速加盟，

而金融机构也已闻声而动。

据组委会负责人介绍，本届论坛作为

2013年成都春季糖酒会上极具分量的高

端白酒论坛，云集了来自五粮液、泸州老

窖、水井坊、剑南春、郎酒、沱牌、洋河、贵

州茅台等白酒企业的领军人物，以及中国

酒类流通协会、中国白酒金三角发展研究

院的知名专家， 将带来一场信息含金量

高、极具智慧深度的思想盛宴。

本届论坛将围绕“传统高端白酒与白

酒新贵的资本对决”“白酒产品在金融渠

道和传统渠道的流通”等议题进行。论坛

将结合白酒市场、国内外政策形势，探明

白酒目前的局势和走向，寻求白酒可持续

发展之路； 通过与国际资本市场领军人

物、顶尖营销专家及国内外酒类巨头的面

对面交流，为中国白酒如何通过资本力量

突破发展壁垒，探讨出可行路径。

此外，“第二届中国白酒金樽奖总评

榜” 评选将在第一届评选的基础上升级，

为资本市场表现杰出的企业和个人，提供

更加专业的认证系统，力争成为中国有价

值白酒产业发展的风向标。

成都商报记者 贺华玲

去年的“塑化剂事件”还未平息，贵州

茅台再陷质量风波，卷入“假有机”漩涡。

昨日，贵州茅台被媒体曝出其30万亩的

有机生态原料基地，在种植过程中大量使用

高效化学农药， 有违有机产品的种植规定，

却顺利通过了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

的有机认证。

贵州茅台昨日对此发出声明称， 目前

茅台酒酿造用高粱全部来源于在仁怀市及

毗邻地区建设的有机高粱基地， 小麦主要

来源于黑龙江、河南等优势主产区，所有原

料均通过有机认证。不少消费者指其“澄而

不清”。

贵州茅台昨日股价开盘之后走低，收盘

跌去2.66% ，报收178.94元。

被指“使用高效农药”

昨日，《时代周报》报道指出，自春

节前夕， 就出现有关贵州茅台酿酒核心

原料“假有机”和质量问题的举报。举报

称，贵州茅台对外宣称神秘酿酒原料“糯

高粱”和“小麦”，是通过南京国环有机

产品认证中心 （

以下简称南京国环

）有

机认证、产于本地的纯天然有机原料，但

事实并非如此，实为来源地造假、品质以

劣充好。

报道指出，贵州茅台30万亩遍布仁怀21

个乡镇的有机生态原料基地，在种植过程中

常年大量使用“美邦蓝剑：高效氯氰菊酯”

和“高效氯氟氰菊酯”等高效化学农药，严

重违反国家《有机产品标准手册》规定，背

离了有机产品应遵循自然和生态学原理的

种植规定。

成都商报记者查询2007年颁布实施的

《有机产品标准手册》， 其中有机认证标准

中规定，禁止使用化学合成的杀菌剂、杀虫

剂、除草剂和生长调节剂。关于“病虫害防

治”中指出，应尽量利用灯光、色彩诱杀害

虫，机械捕捉害虫，机械和人工除草等措施，

防治病虫草害。

贵州茅台：通过有机认证

贵州茅台昨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关

于贵州茅台酒有机原料的有关情况” 声明。

声明称，目前茅台酒酿造用高粱全部来源于

仁怀市及毗邻地区建设的有机高粱基地，小

麦主要来源于黑龙江、 河南等优势主产区，

所有原料均通过有机认证。

贵州茅台称，公司于2000年开始推动有

机高粱基地建设，着力实施“公司+基地+农

户”的三级管理模式，累计投资8660万元支

持基地建设。

贵州茅台表示，2012年仁怀市及毗邻地

区有机高粱基地认证面积达到62万亩，产

量达到10万余吨， 公司坚持以远高于市场

平均价格的优惠条件收购有机高粱， 促进

了有机高粱基地的良性发展。 公司建立并

完善了包含14类167个技术标准在内的技

术标准体系， 涵盖了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

厂的整个过程。

贵州茅台还称，针对进厂原料除监控

品质指标外，还严格按照有机产品的要求

监控原料中农药残留等食品安全指标，所

有投入茅台酒生产的原料均不得检出农

药残留。

对于相关报道指出的原料种植基地中

大量使用高效农药，违反国家《有机产品标

准手册》规定，并未予以回应。

受“塑化剂”事件等影响，茅台酒价就

一直“跌跌不休”。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走访

市内多家商场、酒类超市，飞天茅台价格又

有下跌。庆云西街有家酒类超市中，飞天茅

台卖出了1268元的价格，与贵州茅台此前力

争保价的“1519元”相去甚远，超市工作人

员表示，“一周前，我们还卖1299元。”

成都商报记者 贺华玲

核心

提示

不用到“

3

·

15

”，食品安全、产品质量

均时刻触动着公众的敏感神经。

中国产品的信用折价让人痛心，已成

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大拦路虎之一，不仅

在国际上销量存疑，甚至在国内都不被信

任，中国消费升级最大的受益者可能不是

国内企业， 而是质量有一定保障的外企。

这在奶粉行业上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

产品信用折价有些是经济增长过快、

消费增速过快的必然产物，只有放慢速度、

改变上游产业结构才能解决质量问题。

我国牛奶消费增长速度全球第一 。

2006

年召开的乳业大会数据显示，

2005

年

我国奶类总产量达到了

2864

万吨，比

1995

年增长

3.3

倍 ；

1998

年我国居民乳制品消

费 支 出

48.05

元 ，

2005

年 人 均 支 出 达 到

138.94

元。中国贡献了全球乳制品消费一

半的增量。

2012

年全球总奶量约为

7.49

亿

吨，人年均占奶量约为

107

公斤，同年中国

全年生鲜奶生产总量约达

3825

万吨，人年

均占奶量仅约为

27.3

公斤，只有全球平均

水平的

25.5%

。

2008

年三聚氰胺事件成为中国奶业的

分水岭，此前高速增长，此后原地踏步，为

之前的高速增长付出惨痛代价。据王丁棉

先生发表的 《中国奶业面临机遇与挑战》

报告显示，在

2008

年之前的

10

年中，国内乳

品行业处于高速发展时期，生鲜奶产量的

年平均增长率是

17.4%

。而自

2008

年发生三

聚氰胺事件后至今生鲜奶总产量年均增

长率骤降到

1.29%

，国外奶源的进口量大增

近

500%

。随着进口奶源价格上升与本土价

格竞争激烈，目前全国

700

余家乳品加工企

业中亏损的企业已接近

40%

。 这

4

年多来，

我国人年均占奶量仅略升

0.3

公斤。

我国国内奶源

70%

由散户饲养， 小农

经济的模式，不可能支撑起庞大的乳品产

业链，小农生产方式只能与以往的消费结

构、人口数量相匹配，一旦超过生产的临

界值 ，各种违法 、违规行为 ，也就可以想

见。小农散养、低标准甚至无标准的上游

畜牧业， 直接制约了中国的奶业发展。无

质量、无标准，就无优质品。

如果说中国的奶业标准受制于现实，

不得不低于国外标准，那么在汽车等行业

标准低下，则是在发展经济、保护企业的

口号下，对消费者利益的侵犯。

中国消费者愤愤不平的是，全球著名

汽车巨头召回问题车， 独独遗漏中国市

场。跨国企业的双重标准常常打着“中国

车型采用的零部件生产商不一样，导致没

有该类问题”实行市场歧视，跨国巨头们

以中国规格为托词，以中国零配件国产化

率为诱饵，有意为之。

近两年本土品牌汽车在乘用车领域的

召回数量仅为

4

例，今年

1

月

1

日起实行的缺

陷汽车召回新条例有所弥补， 补偿仍然偏

低，可能存在经营者与生产商的推诿现象。

中国出口的食品往往是质量最好的，

但价格常常低到令人惊讶的程度。 即使以

降低标准、增加合格率的办法，也不能说服

消费者消费国内奶粉， 即使把优质食品出

口到国外，也无法改变信用折价的现实。

破坏性的高速增长、一盘散沙的小农

经济、九龙治水的多头管理、普遍的失信、

对环境的麻木，一起构成了低劣食品生长

的土壤。降低发展速度，修复环境，建立环

保利益链条，让信用得到收益，建立现代

农业，改变国民素质，是食品安全必不可

少的基础。

产品信用折价

制约中国经济转型

□

叶檀

《每日经济新闻》是一张面向全国发行的财经日报，

周一至周五出版。 成都各报摊有零售。 订报电话：

028-

86740011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今日《每日经济新闻》报。

当当网卖翻新iPhone�一审判决“假一赔五”

贵州茅台陷“假有机”风波

发声明“澄而不清”

“2013全球白酒资本论坛”3月26日在成都启幕

顶级营销大师

将现场指点迷津

如果你是有着“做大做强”使命

感的酒业企业家，如果你是怀揣着职

业梦想的酒业运作经理人，如果你是

对中国白酒资本化运作有着一定愿

景的机构和企业，那么我们诚挚邀请

您参加“

2013

全球白酒资本论坛暨第

二届中国白酒金樽奖总评榜”。

组委会咨询热线：

028-86511610

、

86517015

特别提示

茅台酒价一度“飞天” 本报资料图片

模特展示

HTC

手机 新华社发

核心

提示

被央视曝光用“海砂”混凝土

华润置地项目仍在施工

知名央企华润置地旗下项目正陷入

“海砂质量门”事件。央视在昨日曝光了华

润置地旗下广东最大旧改项目———深圳

大冲村旧改项目涉嫌使用氯离子超标的

海砂混凝土材料。事件一出，立即引发广

泛关注。报道中提及该项目使用的混凝土

由华润集团所属搅拌站提供。

昨日，经记者证实，深圳大冲村旧改

项目所用混凝土由华润水泥附属公司深

圳华润文伟混凝土有限公司生产。深圳华

润文伟混凝土有限公司总经理关庆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称：“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

看，我们的原材料经检验是合格的。”对于

央视报道称超标的海砂流入正在建设之

中的深圳大冲村旧改项目使用，关庆则表

示，“今后会对供应商加强管理，这个事情

我们也一直在调查中。”

详见《每日经济新闻》

06

版

浙江省工商局抽查36批次手机， 昨日通报

检测结果，不合格27批次，涉17个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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