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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Headline

圣家2周年

29800元全套

实木家具拿回家

圣家家居是一家专业从事欧美

家居经营服务的品牌服务商， 圣家

不仅提供家居艺术品， 更是温馨细

致家居生活方式的服务商， 专属为

您营造一个充满艺术品位的家居艺

术生活。 圣家采用家居一站式完整

配置的服务模式， 汇集有来自国内

外的欧美家具、灯饰、墙纸、地毯、家

纺、窗帘、画品、瓷器等8大系列上万

种品质产品。从布局到色彩，从家具

的精选到饰品的巧妙安放， 圣家均

能实现个性化的组合搭配。 华丽的

巴洛克、柔美的洛可可、浪漫的新古

典、优雅的美利坚、轻快的田园风，

圣家将为您展示一个个真实的艺术

生活空间， 使您对家的所有梦想得

到一站式完整的满足。

8月10日~11日， 将迎来圣家家

居进驻成都的2周年生日庆典，全新

亮相的亲古典区域将正式登场亮

相，全场家居饰品低至2.8折，更有

全套21件实木家具套餐， 生日庆典

价29800元请你拿回家。为回馈新老

客户对圣家家居的信任和喜爱，生

日盛典的促销活动针对新老客户都

有惊喜：老客户到店可免费抽奖，一

等奖韩国游； 新客户开单1000元抽

奖：一等奖普吉岛游。所有客人到店

即可领取到店生日礼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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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质量报告》热线：（

028

）

86007230

成都全搜索网站 ： 登录成都全搜索家居频道

（

home.chengdu.cn)

曝光专区报料

微博报料平台：

@

成都商报（新浪、腾讯）

@

成都商报家居（新浪、腾讯）

甲醛超标 五批次不合格

三批次出自香江全球家居CBD�

成都市工商局近日公布今年第二季度对木家具的抽检结果

近日，成都市工商局公布了今年第二季度对木家具、日用洗涤用品、箱包等的

检测结果。结果显示，5批次木家具因为甲醛超标等原因不合格，其中有3批次产品

都来自香江全球家居CBD。

报 料 平 台

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3

年

2

季度木家具商品质量监测不合格商品及被监测人名单

序号 样品名称 被监测人

1

木制家具（床头柜） 成都香江家具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

木制家具（床头柜） 成都香江家具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

木制家具（床头柜） 成都香江家具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

木制家具（床头柜） 成都市新都龙桥镇梦东家具经营部

5

木制家具（床头柜） 成都聚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标称生产单位

新都区龙桥镇先科家具厂

成都市豆号家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骏业家具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晚安家居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爱沙美家家具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日期

或批号

主要不合格项目

/

木工要求、甲醛释放量、柜类稳定性

/

甲醛释放量、柜类稳定性

/

甲醛释放量、柜类稳定性

/

甲醛释放量

/

甲醛释放量、柜类稳定性

标称商标 规格

金丽轩 小号床头柜

主角

E

灯柜

骏星

B-16

晚安

808#

爱沙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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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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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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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五批次木家具抽检不合格

三批次来自香江全球家居CBD�

�� 据成都全搜网站报道， 成都市工商局

2013年2季度对成都市新都区的家具商场销

售的木家具进行了质量监测。 本次监测委托

成都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承检， 主要对木

家具的甲醛释放量、可溶性重金属-铅、可溶

性重金属-镉、可溶性重金属-铬、可溶性重

金属-汞、柜类稳定性、椅后倾等指标进行了

检验。结果显示，共有5批次木家具因甲醛超

标等原因不合格，其中有三批次木家具“被

检测人”为“成都香江家具产业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包括新都区龙桥镇先科家具厂生

产的“金丽轩”牌小号床头，主要不合格项目

为：木工要求、甲醛释放量、柜类稳定性；成都

市豆号家具有限公司和佛山市骏业家具发展

有限公司生产的床头柜，主要不合格项目为：

甲醛释放量、柜类稳定性（见下表）。

市工商局：

不合格产品下柜处理

据成都市工商局相关人士透露，已将抽

检结果告之当地工商机关，责令经营者将抽

检不合格产品下柜处理，同时要求经营者进

行整改，经整改复查合格后方可上市销售。

根据产品质量法的有关要求，对经销不

合格商品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查处；市工商

局将本次抽检不合格的相关事宜已和生产

企业所在地的质量监督部门进行了移交。

抽检不合格商家：

香江全球家居CBD在协助处理

本周一，成都商报记者电话采访了成都

市豆号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昌健。他表示

已获悉此事，目前是香江全球家居C BD 在协

助处理。随后，该品牌在香江全球家居C BD

的销售商刘先生致电记者，称他们目前已配

合质检工商部门进行了第二次复检，复检结

果是合格的，商场已责令对所有不合格批次

产品下架，对已售出的家具，消费者可与品

牌联系，工厂负责无条件更换。如消费者对

所购商品批次不清楚，可与公司联系查询。

另外两个厂家，新都区龙桥镇先科家具

厂和广东佛山市骏业家具发展有限公司，直

至昨日发稿时，记者尚未接到这两家企业的

回复电话。

作为“被监测人”的“成都香江家具产

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对此事有何反应？本

周一，成都商报记者与香江全球家居C BD 营

销策划部的陈志强取得联系，他以“正在开

会”为由拒绝了采访，而记者给他发去的短

信也未收到回复。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试图

与香江全球家居C BD 集团企划总监陆其风

取得联系，但拨通手机后也被挂断。

律师观点：

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

据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秀表示，家

具出现甲醛超标等问题，应当属于产品质量

不合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的规定，购买这些批次不合格家具

的消费者可向厂商提出退货要求。如果有证

据显示甲醛超标已对身体造成伤害，还可向

厂家提出赔偿诉讼。

家居卖场方面， 应当履行必要的家具

合格手续审查程序，为消费者把好质量关，

此后还要对质检出有明显问题的产品，实

施禁入禁售措施。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五十条规定， 经营

者有生产、销售的商品不符合保障人身、财

产安全要求的；或是对消费者提出的修理、

更换、退货、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

损失的要求， 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等情

况之一的， 都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

品质量法》 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

罚。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还可由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并根据情节单处或者

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

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专家：甲醛危害不可小觑

尽量选择环保产品

家庭甲醛主要来自哪些地方？甲醛污染

的人体感官有何表现？甲醛超标，危害到底

有多大……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杨嘉伟博

士就此接受了成都商报记者的采访。

杨嘉伟博士表示，家庭甲醛的主要来源

于室内装修材料：胶合板、细木工板、中密度

纤维板的刨花板等人造板材， 装饰材料：比

如贴墙布，贴墙化纤、油漆和涂料等。甲醛污

染的人体感官表现为： 清晨起床时感到憋

闷、恶心甚至头晕目眩；家人经常患感冒，经

常感到嗓子不舒服、有异物、呼吸不畅；常有

皮肤过敏等现象。

甲醛危害到底有多大？杨嘉伟博士告诉

记者，长期接触低剂量甲醛可引起慢性呼吸

道疾病、女性月经紊乱，引起新生儿体质降

低、染色体异常，甚至引起鼻咽癌。高浓度甲

醛对神经系统、免疫系统、肝脏等都有毒害。

甲醛还有致畸、致癌作用，还可引起鼻腔、口

腔、鼻咽、咽喉、皮肤和消化道的癌症。甲醛

会对儿童健康造成如下伤害：1、诱发儿童的

血液性疾病。2、 增加儿童哮喘病的发病率。

3、使儿童的智力大大降低。无论从儿童的身

体还是智力发育看，甲醛污染对儿童的危害

不容忽视。

杨嘉伟博士为广大市民支招：经常对室

内空气进行通风换气，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在使用空调时， 尽量不要完全关闭门窗；室

内可摆放一些绿色植物：如虎尾兰、绿芦、吊

兰等；在使用空气净化器时，应及时更换吸

附材料，避免二次污染；装修时尽量选择环

保产品，正规产品。

成都商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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