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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购生活用纸制品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

选购生活用纸 质量马虎不得

去年底刚当上新手妈妈的龚雨菲，
就曾为宝宝选购哪种纸尿裤头疼了好
一阵子，“给宝宝用的东西一点都不能
马虎，何况是纸尿裤。可市面上光是纸
尿裤品牌就有好多家，品牌之下的种类
又琳琅满目，选购起来并不容易”。龚
雨菲说。

刚开始购买纸尿裤时，只敢依赖大
牌、进口、高价的龚雨菲，渐渐地琢磨出
了一些挑选的门道。过去，她总认为纸
尿裤越厚，吸水性就越强，但自从了解
了纸尿裤产品的设计构造和成分后，她
才明白，一般较薄的纸尿裤中含有更多
吸水树脂，较厚的纸尿裤中含有更多的
绒毛浆，透气性不如前者，容易引起宝
宝不适。

学会从外观上甄别纸尿裤品相还
只是新手妈妈们的第一步。纸尿裤的
主要质量指标还包括 PH 值、微生物、
渗透性、毒理性等，都是“看不见”“摸
不到”的。在龚雨菲看来，外行人挑选
生活用纸，首先要确保来源的可靠性，

“必须通过正规的超市卖场或品牌电
商平台等渠道购买，还要仔细查看产
品的生产信息、批号和认证标识等，才
能放心”。

一直以来，有关生活用纸制品的疑
惑和误解不绝于耳。由于生活用纸生
产和加工过程中需要大量使用添加剂，
如分散剂、脱墨迹、漂白剂、黏合剂、增
强剂、杀菌剂等化学品，这些化学物质
在生活用纸中残留的有害成分主要包
括有害重金属、甲醛、荧光增白剂、有机
氯化物等，一定程度上可能对人身安
全、环境生态和再回收利用等环节造成
影响，暗藏风险。

不过，中国造纸协会生活用纸专业
委员会秘书长江曼霞则表示，消费者在
严格挑选生活用纸的同时，还要理性看
待产品中的化学成分残留。比如，对纸
浆漂白属于必要的造纸工艺，且这些制
剂极少会残留在纸制品中。传统漂白
方式形成的有机氯化物危害主要是针
对排放水污染，目前大中型企业都普遍
采用“无氯漂白”技术，不会对人体造成
危害。

专家建议，消费者在选购时应尽量
选用大中型企业的知名品牌产品，并检

查包装是否完好。正规的纸品包装上
一般会注明纸巾纸张所使用的纤维原
材料，最好选用原生木浆，看上去比较
细腻、摸起来手感更舒服，不会出现掉
毛情况；纸巾纸也不是越白越好，国家
标 准 对 纸 巾 纸 白 度 规 定 为 80％ 至
90％，呈自然象牙白色。此外，中外人
群的体格存在差异，有些从国外进口的
纸尿裤、卫生巾等产品并不适用于国内
人群，需要结合其性能体验购买。

本色原浆工艺 市场反响不错

据中国生活用纸年鉴相关数据显
示，2016 年国内生活用纸行业总产量
920万吨，较上年同比增长3.95%；国内
生活用纸行业总消费量为 854万吨，较
上年同比增长 4.53%；国内生活用纸行
业的市场规模达 988亿元，同比增速为
12.06%。有业内人士预计，未来随着人
均 GDP 稳步提升，长周期内生活用纸
人均消费量增速的提高具有较强的可
持续性与稳定性。

不仅如此，观察 2000年至 2016年
期间的数据，即可发现生活用纸行业的
消费量增速除了在个别年份（2011 年）
出现因产能集中投放带来的高速增长
之外，其余年份消费量增速总体保持稳
定，仅在5%至10%的范围内波动，凸显
生活用纸作为日常生活必需品具备较
强的不可替代性。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
更加崇尚健康、纯天然产品。同时，为
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各造纸企业都在
积极开发差异化产品，希望以此获得合
理的销售价格和利润，并扩大各自产品
在行业市场中的份额。

不经漂白的本色生活用纸正好顺
应了这一消费趋势，纸品展卖区也掀起
了一场“回归本色、享受自然”的风潮。

记者走访多家超市发现，本色生活用纸
已然成为货架上的“常客”。在一些大
型超市里，本色生活用纸已占据近 1/3
的售卖空间，涵盖五六个品牌。有的称

“使用原生竹浆”“食品级”，有的注明
“除霾环保”……据超市促销员介绍，本
色纸售价虽比白色卫生纸高出两成至
三成，但销量确实不错。

自 2014 年以来，本色生活用纸成
为行业差异化产品的一大亮点，生产本
色生活用纸的企业逐年增加，呈“井喷
式”增长，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以竹浆
为原料的西南生活用纸企业、以麦草浆
为原料的山东企业和以蔗渣为原料的
广西等企业。

“本色纸具备非常好的卫生条件，
除了不使用漂白剂以外，其他纤维成分
与一般生活用纸是一样的。”中国造纸
协会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主任曹振雷
认为，目前本色生活用纸产品逐渐走进
公众视野，受到许多消费者的青睐，这
些消费者主要集中在注重环保和可持
续发展的消费人群，特别是白领阶层，
已经认可了低白度生活用纸在中国高
端市场的定位，为国内生活用纸行业的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标准认证缺失 亟待补齐完善

过去，我国生活用纸产品标准主
要关注物理性能指标和微生物指标，
对其添加化学品和有毒有害物质均无
强制性要求。不少专家认为，大中型
企业的产品合格率很高，但小企业产
品合格率较低，原因就在于相关标准
缺失，产品安全性能评价体系不完
善，导致很多小企业不能严格执行生
活用纸卫生标准。

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
家标准委新发布了 4 项生活用纸制品

相关国家标准，其中新修订的《纸尿裤
和卫生巾用高吸收性树脂》《卫生巾（护
垫）》《卫生纸（含卫生纸原纸）》3项国家
标准，顺应时代变迁，主要提高了与生
活用纸制品相关的化学品安全评价指
标要求，调整和增加了相应测定方法，
特别是调整了卫生纸产品分类、亮度、
抗张指数、柔软度、尘埃度、偏差等要
求，进一步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
需求。

新制定的《生活用纸和纸制品化学
品及原料安全评价管理体系》国家标
准，针对生活用纸和纸制品生产过程规
定了化学品及原料安全评价管理体系
的原则及相关要求。该标准有助于指
导生产企业从源头入手，对产品安全能
够更全面管控。

未来，生活用纸制品的可持续发
展之路将会怎么走？江曼霞建议，行
业应前瞻性地制定和推行“生活用纸
环境标识 1 型认证”标准，号召优秀
企业参与到标准制定中来，走绿色创
新之路。她认为，产品不仅要质量合
格，还应在生产、使用和废物处理过
程中符合环保要求。这种证明性标识
能够帮助消费者了解哪些产品有益于
环境，对自身健康无害，从而绿色选
购，达到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
展的目的。

近年来，国家标准委加快落实《消
费品标准和质量提升规划（2016 年—
2020 年）》，持续开展消费品安全标准

“筑篱”专项行动，着力强化妇幼老年用
品标准制修订工作。国家标准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这次发布的 4项生活用纸
制品国家标准，安全指标更全，物理性
能要求更高，将进一步提高产品的安全
性和舒适性，引导和规范产业健康发
展，保护消费者特别是妇女儿童和老年
人的健康安全。

如今，卫生纸、餐巾

纸、消毒湿纸巾、卫生巾、

纸尿裤等生活用纸制品已

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消

费品。生活用纸制品在使

用过程中与皮肤亲密接

触，对人身健康产生直接

影响，其安全性自然受到

广泛关注。

当前，市场上销售的

生活用纸及纸制品产品种

类繁多，产品质量鱼龙混

杂，其中可能潜伏着哪些

质量安全隐患？消费者又

该如何选购？记者对此作

了走访调查。

绿色消费回归本色
心 月

生活中，环保、节能、循环利用的绿

色产品越来越多，大到建筑、汽车，小到

电器、灯具、生活日用品，绿色消费的种

子从播撒、萌芽，到遍地开花，已经成为

人们消费图景中最惹人喜爱、最令人憧

憬的画面。

产品向绿色环保的每一步推进、每

一个点滴改善、每一个细微创新，消费

者都是敏感的、期盼的。记得在超市第

一次发现本色生活用纸，淡淡的棕色，

和以往白得发亮的纸制品不一样，好奇

心驱使笔者仔细查看，“泉林本色”，颇

有诗意的名字，便随手放在购物车中回

家一试，感觉还不错。后来用得多了，

才知道它们叫本色生活用纸，以竹浆、

麦草浆、蔗渣等为原料，不使用漂白

剂。一款绿色产品就这样“润物无声”

地来到消费者身边。

今天的消费者身处消费时代，供给

极大丰富，鲜明的个性化虽是消费的主

要特征，但共性也是突出的。“回归本

色，享受自然”就是大的消费趋势，更是

消费者的脉搏，厂家号准了脉，向这个

方向不断努力，自然在市场上收获满

满。今天的消费教育也不同以往，对新

产品的体验常常在社交、点评网站形成

口碑，迅速传播，消费者的前瞻性、鉴别

力都因此大大提升。如今，对于绿色环

保的追求，消费者早已告别懵懂无知，

消费观念成熟，视野开阔，连接世界的

购物平台就是最好的消费图鉴。

绿色环保已经成为今天美好生活

的鲜明特征。不只是生活用纸，绿色生

活呈现在方方面面。化妆品不再紧盯

增白效果，追求天然滋养，一些国产老

牌产品因此深受青睐。洗衣粉的选择，

要看是否标注无磷。虽然磷酸盐能有

效增强洗衣粉的洗涤效果，但磷元素富

含营养，加速水中微生物繁殖，大量海

藻、水草的生长会导致鱼类死亡。“没有

鱼的大海是寂静的”公益广告唤醒了心

中对环境最柔软的情感。家电要看能

效比，装修材料、地板、家具反复比较，

关注甲醛释放量。去超市购物，很多人

已不再使用塑料袋而是自己拿着布袋，

减少白色污染。连天天见面的快递包

裹也穿上了“绿色外衣”。

消费者对绿色生活的追求，正是厂

家创新的最强动力。对于生产者而言，

从一项绿色技术的创新应用，再到产品

的定价销售，会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厂家需要紧盯消费动向，尽可能

多地掌握消费者数据，及时调整技术创

新的方向和生产模式。绿色消费更看

重品质，价格不是最重要的。本色用

纸、LED 灯都比普通产品贵，但市场份

额并不小。有机鲜牛奶价格不菲，去超

市购买还不一定碰得上。雾霾严重时，

很多人急着订购1万多元1台的瑞士净

化器，却不愿尝试几千元的国产货。绿

色环保关系生命的健康安全，消费者愿

意为绿色环保买单，只要产品真的能满

足消费者的期望。在高精尖的医疗器

械用品行业，消费者对产品绿色环保的

要求更加迫切。比如种植牙，高端材料

全部都是进口的，且价格昂贵。这些进

口材料除了材质坚固，最重要的是对人

体危害小、相容性好。消费者别无选

择，是因为没有能替代的国产材料。

展望未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

对绿色环保产品的需求，生产者还需加

把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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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西庐山市大力拓展产业发展渠道，鼓励贫困户实

行农业产业化种植。图为江西庐山市蛟塘镇贫困户胡孝金（右）

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吊瓜。 韩俊烜摄

破解新生儿救护车“车荒”
胡勇俊

近年来，随着二孩政策全面放开，我国高龄高危孕妇越来越
多，随之而来的各类危重疾病新生儿数量也有所增加。在救助
新生儿过程中，许多城市存在着缺少甚至没有先进专业救护车
辆的现象，导致不能保证救助、治疗的及时性和连续性，造成新
生儿病死率和致残率逐年上升，让人痛心。

新生儿救护车和常规成人救护车的区别，主要是配置了双
层恒温婴儿暖箱、新生儿呼吸机、监护仪、复苏囊等专用急救设
备。目前，被誉为“移动 NICU”的新生儿救护车在全国各地尚
未普及，只有一些专业儿童医院和个别城市医院有配备，完全不
能满足需求。笔者建议，应在三个方面发力，尽快让新生儿救护
车成为医院标配。

一是政府重视，给予财力扶持。新生儿救护车购买成本高，
维护运行成本更高。因此，需要政府出面，把配备新生儿救护车
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出台发展规划，用财政资金给予支持。

二是加大宣传，动员社会力量。一方面持续加大对相关法
律法规的宣传落实，鼓励社会团体及个人捐助各医院购买新生
儿救护车；另一方面可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新生儿救护车的购置
运营，运用社会资本撑起新生儿救助治疗的保护伞。

三是工作倾斜，打造救助联合体。新生儿救助治疗的技术
主体是医院，医院应把培养引进儿科医生、提升儿科医疗水平作
为前提，夯实新生儿的救助治疗基础。在配备新生儿救护车后，
要创新管理，达到“好马配好鞍”，使其运行顺畅，真正便民为
民。 （作者单位：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整治“野鸡大学”需重拳出击
黄云生

高考已经结束，高校招录工作正有条不紊地推进。日前，一
份全国“野鸡大学”黑名单曝光于媒体。这些刻意包装下的所谓
大学，都是实实在在的“骗你没商量”。

笔者了解到，“野鸡大学”往往都是以营利为目的，缺乏办学
资质和招生资格，严重干扰了国家的正常高招秩序，侵害了广大
考生的正当利益。必须予以坚决整治。

一方面，严厉惩处非法泄露或出卖考生个人信息的违法行
为。不少“野鸡大学”利用非法获取的考生信息实施点对点诈
骗。只有重拳整治非法泄露考生信息行为，才有可能拔掉“野鸡
大学”的“羽毛”，降低考生受骗的几率。

另一方面，运用技术力量打击和抵制“野鸡大学”。不能仅
仅曝光“野鸡大学”的名单，还应对其信息作出屏蔽或警示，在网
络环境里把这些“野鸡大学”的名称界定为非法信息，使其无法
在网上招生和录取。

此外，还应明确对“野鸡大学”整治的责任主体。“野鸡大学”
所以有恃无恐，除了辨识困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其涉
及到的办学行为、虚假宣传、网络诈骗等行为缺乏统一明晰具体
的监管责任主体，导致打击不力。因此，必须建立工商、公安、教
育等多部门联合执法的长效机制，根据“野鸡大学”的不同违法
事实和造成的后果，予以严厉的经济处罚和法律制裁。

（作者单位：湖南茶陵城西小学）

农村夏季防火应引起重视
单立文

当下，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已进入多雨、炎热的季节，防汛成
为主旋律。然而，每年的这个时候，一些农村地区由于忽视防
火，导致火灾频发，造成经济损失，影响农民的生活。因此，夏季
防汛不忘防火，更要重视“星星之火”，加强火源治理。

造成农村火灾频发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种：
非法用电，引起火灾。炎热夏季到来，自发的K歌、广场舞

等活动火了农村，以至于出现违章建筑、乱拉私接电线现象，导
致火灾频发。

焚烧秸秆，引燃大火。国家一再强调严谨焚烧秸秆，但很多
农民为了抢种夏季作物，夜间偷偷焚烧自家承包地的秸秆，结果
祸及邻地，引燃火灾。

燃气泄漏，演变火灾。由于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空巢家庭
较多，对燃气的操作使用存在风险隐患，不加留意就会造成泄
漏，酿成火灾。

自然灾害，引爆火灾。为防雨汛，便于秸秆以后利用，对秸
秆常常疏于管理，在夏季雷雨天，闪电雷鸣往往引燃秸秆，给农
民生活造成损失。

建议对农村夜生活要切实加强管理和规范，严禁私建乱拉，
确保安全用电；建立秸秆储存库，杜绝秸秆焚烧发生火灾。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银行山东高密市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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