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丝绸中国 2012年01月17日 星期二
编辑：董秋彤 E-mail：dongqiutong@vip.sina.com 校对：筱华 美编：王祯磊

本报记者 何芳

蚕丝被的信誉危机祸起于标识
标注的不规范，而标识的不规范归
根结底是蚕丝被国家标准有空子
可钻。如果吊牌标签清晰明了的
话，即便不是真的蚕丝被，厂家明
文标示了也就不存在欺骗消费者，
整个行业也就不会有信誉危机了。

年关将至，不少家庭都在为新
年筹备新家纺，蚕丝被因其轻薄、
保暖性优良以及绿色环保等品质，
近年来逐渐走俏市场，成为消费者
争相抢购的热销产品。

然而，自今年央视《聚焦三农》
再次暗访曝光了蚕丝被业以次充
好、猫腻百出的现象之后，消费者
哗然了，一时间整个蚕丝被行业的
信誉问题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面对低至一两百高则七八千元
的蚕丝被市场价位，消费者不知所
措。鱼龙混杂的市场背后凸显的是
国家标准监管机制的不完善。

业内有企业反映，于 2009 年发
布、在 2010 年 2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
GB/T24252-2009《蚕丝被》新国标已
经滞后于当前的蚕丝被行业的发
展现状了，有待完善和补充。

曝光促
行业自律整顿

“央视曝光是一件好事，教导了
消费者如何辨别真假蚕丝被，也促
进了我们桐乡蚕丝被市场的彻底
整顿，让我们桐乡更加出名了。”桐
乡洲泉镇沈镇长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自去年央视《消费主张》曝光桐
乡蚕丝被市场以次充好、鱼龙混杂
的现状后，桐乡当地政府和相关部
门对蚕丝被市场进行了轮番严格
的执法检查和自律整顿活动，开展
了诸如“质量强业、质量强企”工
作，并制定了桐乡蚕丝被行业联盟
标准，严格规范了最容易被商家偷
换概念的吊牌标签的标识标注，通
过标准先行、打击和教育并举，如
今洲泉蚕丝被企业主产品质量意
识明显提高，守法生产的自觉性增
强，标识标注更加规范。
“现在我们洲泉的蚕丝被品质

在全国是出类拔萃的，当然，说假
的一条也没有我也不敢保证，但只
是极少的个案。”桐乡市蚕丝被服
行业协会会长、桐乡天诺家纺有限
公司董事长陈政毅十分自豪地说，
“现在连南通人都说要买好的蚕丝
被就去洲泉。”
而对于再次被央视暗访曝光的

蚕丝被售假商户属于桐乡境内一
事，桐乡当地政府、协会组织均认
为这个极少个案，而且予以澄清该
商户是外地进桐商户，并表示目前
相关单位已经责令其清理了所有
伪劣蚕丝被。
记者又来到桐乡最大的蚕丝被

市场———桐乡国际蚕丝被商场进行
采访，一迈进商场就听见广播在轮
回播放一些教导消费者如何辨购
真假蚕丝被的方式方法。
“这对我们真正凭良心做买卖

的商户来说，是一件好事，只有教
会消费者如何辨别蚕丝被的优劣
好坏了，消费者也就不会只看价格
优势选择了，我们的生意相对也就
好做了。”一家名为沈莉高丝绸床
上用品的沈姓商户这样告诉《中国
企业报》记者。
关注到媒体一次又一次对国内

蚕丝被市场鱼龙混杂的报道后，桐
乡国际蚕丝被市场管理部门也加
大了对自己商场的管理以及对供
销假冒伪劣蚕丝被商户的打击力
度。
“我们非常重视并向社会承诺：

对待销售假冒伪劣蚕丝被的行为，
要坚决打击并按照国家规定和企
业相关规章制度进行严格处理，真
正把我们桐乡国际蚕丝城打造为
一个销售蚕丝真品的专业市场。”
桐乡长威蚕丝城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刘书银这样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

市场规范
消费者有责

俗话说，有买才有卖，有市才有
场。市场的以次充好、良莠不齐严
格上讲跟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不无
关系。在同类商品面前，消费者总
倾向选择价格更低廉的，这样就给
制假售假不法商户提供了滋生的
沃土。
多少年来，尽管执法部门竭尽

全力在打击各种违法行为，但各种
假冒伪劣产品仍然以各种不同的
形式或多样的角色渗透在我们日
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假冒伪劣产
品之所以屡禁不止，究其根源，有
商家利益驱使的原因，有处罚力度

不够的原因，也有市场需求的无形
助长之原因。

长期以来，国人的消费观念都
是“价廉物美”。的确，能用最少的
钱买到最好的东西是消费者最大
的幸事，不法分子正是抓住消费者
的这种弱项心理从而招摇撞骗横
行市场。

对此，刘书银表示，提高市场准
入门槛，加强监管固然重要，但同
时也不能忽视加强对消费者进行
商品知识的普及、商品质量鉴别能
力的培养以及消费观念的引导。
他认为，严格产品生产环节的

管理和监控也很关键，没有伪劣蚕
丝被的生产者，市场上就不会有假
冒伪劣蚕丝被的销售者；没有伪劣
蚕丝被的消费者和使用群，就不会
有劣质蚕丝被的生存空间。
“所以，严格上讲，严格控制生

产环节，严格把关市场准入以及消
费者的理性消费这三个环节都抓
好了，假冒伪劣蚕丝被也就无处遁
形了。”刘书银这样表示。

望闻问切烧
及静电法鉴别真伪

江苏吴江丝绸协会副会长、鼎
盛丝绸总经理吴建华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目前蚕丝被的原料主
要有桑蚕丝绵和柞蚕丝绵（桑蚕丝
就是家养的蚕宝宝吐的丝，柞蚕丝
就是生活在北方的以柞树叶为主
食的野生柞蚕所吐的丝），桑蚕丝
绵中有双宫绵、上茧绵、次茧绵、蛹
衬绵、蚕衣绵等。
通常由双宫绵和上茧绵做出来

的蚕丝被是最好的，价格也相对较
高，而次茧绵做出来的蚕丝被质量
相对要差，成本价要低好几倍。
那么，消费者应该如何避免购

得假冒伪劣产品呢? 难道价格便宜
的蚕丝被就一定是假冒伪劣品，价
格高昂的就一定是真的吗？专家回
答也不尽然。
“目前，市面上最好的蚕丝被蚕

丝成本价在 170—180 元/斤左右，
普通的在 130—150 元/斤左右，如
果价格低于 130 元/斤，该产品就有
可能存在质量问题。”陈政毅表示。

桐乡市质监局洲泉质监站丁副
站长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消费者可以用望、闻、
问、切、烧以及静电法等六种简便
方法来辨别蚕丝被的真假好坏。

望就是用眼睛看。首先看它的
标识标注是否规范，比如产品名
称、规格、执行标准（含安全类别）、
质量等级、填充物成分、填充物质
量、胎套成分、洗涤方法、使用和贮
藏条件注意事项、厂名厂址等 10
项标注内容不能少，如果缺项或标
注不规范，消费者就得留个心眼；
其次，看拉链口大小，正常的拉链
口大约 70 公分左右，如果拉链口
很小或整张被子缝得很严实或者
里面又套上了纱布套，里面很可能
藏有“猫腻”。

闻就是用鼻子去闻蚕丝被的气
味。真的桑蚕丝含有淡淡的清香
味，而化纤产品则有股化纤味道。
问就是问问价格，如果价格特

别低的话那就得留心了。
切就是用手去摸。摸摸手感，纯

正优质的桑蚕丝被摸上去很细很
柔滑且没有丝筋或绵粒感，伸手去

抚摸蚕丝有微微黏手的感觉。
烧就是点火烧蚕丝。化纤烧出

来有种塑料臭味，而蚕丝烧焦的味
道跟烧头发的味道相似，且燃烧的
灰烬用手轻揉，成黑色粉状。
静电法主要是用来鉴别和木棉

混合物的区别，从胎心扯一小块填
充物出来，在衣服上使劲摩擦，然
后去吸细小的小纸粒，能吸上纸粒
的是化纤绵，因为蚕丝不带静电。
“消费者一定要在被子的中间

位置扒开胎芯，从最核心处取出蚕
丝进行签别，因为许多不良商家会
在拉链口和内胎的面上包裹最好
的蚕丝，而在胎芯处却塞上化纤或
很差的蚕丝来欺骗蒙蔽消费者，尤
其是在淘宝网上所购买的便宜蚕
丝被，更要多长一个心眼。”丁站长
这样表示。

新国标
有待补充完善

据国标规定，填充物含桑蚕丝
和(或)柞蚕丝 50%及以上的被类可
称为蚕丝被。分纯蚕丝被和混合蚕
丝被两类：填充物含 100%蚕丝的
为纯蚕丝被，填充物含 50%及以上
蚕丝为混合蚕丝被。优等品和一等
品的蚕丝含量必须为 100%且必须
为长丝绵或中长丝绵；合格品的蚕
丝含量应达到 50%以上，对蚕丝的
长度没有规定。
业内专业人士表示，该国标所

指的“蚕丝填充物”概念比较笼统
和模糊，没有明确区分桑蚕丝和柞
蚕丝这二者之间的不同，而“桑”和
“柞”虽仅一字之差却价差悬殊，保
暖性能和保健功效也不对等。
一条标注为“纯蚕丝被”的被

子，既可以是 100%桑蚕丝也可以
是 100%柞蚕丝，甚至还可以是
50%的桑蚕丝+50%的柞蚕丝。
假设某一蚕丝被填充物纤维含

量标注为 50%柞蚕丝 (中长丝绵 )和
50%桑蚕丝(中长丝绵)，在现实检验
中，质检人员很难准确有效地区分
出桑蚕丝和柞蚕丝这两者的不同
含量，这样就让不法商家有机可
乘，往往选择价格更低廉的柞蚕丝
滥竽充数。
“较我们桐乡当地的蚕丝被发

展现状，现行的国标标准有点低，
有时候不太好去执行，因此我们制
定了高于国标的桐乡蚕丝被行业
联盟标准，我们的标准相对更严谨
和细化。”桐乡当地一执法人员表
示，目前洲泉镇已经有包括强盛丝
绵、丝园家纺等在内的 32 家高品
质联盟企业。
此外，还有不法商家把蚕丝含

量为 50%的混合蚕丝被，去掉“混
合”二字，堂而皇之地直接标注为
蚕丝被，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应该加强

规范蚕丝被行业的标识标注，100%
桑蚕丝含量的蚕丝被应标注为
100%桑蚕丝，100%柞蚕丝含量的
蚕丝被应标注为 100%柞蚕丝；混
合蚕丝被也应标清各种不同填充
物的具体成分和含量。而且要标明
蚕丝的丝长，如长丝、中长丝、短丝
的含量比例，填充物的净重量、国
标规定优等品和一等品填充物的
净重量偏差为原2—垣10%之间。
然而，业界相关专业人士也有

不同的看法。
曾参与蚕丝被国标制定的中国

丝绸协会秘书长钱有清在与《中国
企业报》记者的闲聊中则否定了滞
后之说，他认为现行的蚕丝被国标
是完全符合当前蚕丝被整体发展
现状的。
“当初我们在制订国标时就考

虑到了未来几年蚕丝被的发展，所
以把标准定得比较高。”钱有清这
样告诉记者。

蚕丝被业：信誉危机谁之过？
“我国茧丝绸行业的转变一定会以成功收尾。只不过，

任何一件事情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
和阻碍，这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杨永
元这样表示。

12 月 6 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国丝绸协会第六届会员代
表大会上，刚刚从恒天集团董事职位退休下来的杨永元又
众望所归地当选为中国丝绸协会新任会长，根据新修改的
《中国丝绸协会章程》第二十四条第 3 项会长、副会长最高
任职年龄不超过 65 周岁的规定，现年 60 岁的杨永元将任
期到 2016 年。

在换届选举结束后，《中国企业报》记者对杨永元进行
了采访。

《中国企业报》：“十二五”开局之年，我国面临着由纺
织大国向纺织强国的转变，您能否为我们分析一下，当今
我国的茧丝绸行业面临着怎样的形势？

杨永元：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茧丝绸行业的生产
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变化就是曾经的一
些高档丝绸生产国的茧丝绸业开始大幅萎缩和转移：一是
以意大利、日本等国为代表的高端丝绸产品生产向中国和
东南亚国家转移；二是以中国香港地区为代表的丝绸服装
生产向本土转移。这样一来，就对我国的丝绸行业提出了
一项重大课题，世界要求中国不再只是中间产品提供商，
而需是终端商品生产商，这就是目前我国茧丝绸行业面临
的重大挑战和转折。

《中国企业报》：您认为我国茧丝绸行业在这条转变道
路上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您对这种转变是否有信
心？

杨永元：首先，我对我国茧丝绸行业的转变充满信心。
现在看来，我国已经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开始转做终端产
品，并且也已经诞生了一些很好的丝绸品牌，在各大知名
商场均设有专卖店，而国内的消费者也越来越重视丝绸；
同时，我国的茧丝绸行业无论是曾经还是现在，在世界上
都拥有很大的名气，所以我认为，我国茧丝绸行业的转变
一定会以成功收尾。只不过，任何一件事情在通往成功的
道路上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阻碍，这是一个漫长、曲折
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

目前来看，我认为在这条转变道路上我们所面临的最
大困难有两点，一是政府对我国茧丝绸企业扶持力度不
够，二是人才的稀缺。

如何设计款式流行的服装以及创造知名的品牌，是摆
在我国茧丝绸企业和整个行业面前的最大挑战。

《中国企业报》：面对这种困境，中国丝绸协会将如何帮
助茧丝绸行业、企业克服困难？

杨永元：未来，协会要对国家的政策进行细致的研究并
告知企业，为企业做好信息的搜集工作，还要号召企业积
极参与纺织行业各种类型的展会，使企业通过参展的方式
结交贸易伙伴，搜集信息，扩大眼界，跟上纺织行业潮流。

《中国企业报》：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您就任中
国丝绸协会会长，有何感受？

杨永元：我深感责任重大，压力重大。行业、企业都对协
会给予很大期望，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转折期，无论是行业
还是个人，都是一个新的起点，必然会面临很大的挑战，但
同时也面临着很大的机遇。“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由纺织
大国向纺织强国转变的关键 5 年，我要很好地利用这 5 年
时间，深入研究行业发展中的大事，为行业发展作出努力
和贡献。

《中国企业报》：您将如何具体领导协会工作，为整个茧
丝绸行业的转变作出贡献？

杨永元：首先要走到企业中去进行调查研究，了解企业
所需、所想、所求。另外，2012 年我希望在行业中推出一些
知名品牌、知名企业和知名企业家，通过这个抓手激励整
个茧丝绸行业创品牌，生产终端商品，营造好的发展环境。

《中国企业报》：协会组织开展哪些活动来促进行业发
展和企业自身建设？

杨永元：协会将不定期举办一些类似于经济形势分析
发布会这样的活动，将政府发布的最新政策和整个行业的
行情通过发布会的形式告知企业，并对这些政策和行情作
出专业的分析报告。同时，协会还会经常举办一些评选活
动，比如每年评选出丝绸企业 100 强，向消费者推荐优秀诚
信的丝绸企业或品牌等多种形式，扶优帮强，唱响行业主
旋律。

通过评选的方式提升优秀企业知名度，也鞭策那些“落
后”企业快速发展。

2012年 1月 8日，在万事利集团铭记三十六年·丝舞天下
年度盛典上，原集团执行主席屠红燕从其母亲沈爱琴手中接
过接力棒，当选为新一任集团董事局主席，成为集团二道接力
传递者。沈爱琴在讲话中回顾了万事利 36年来的发展历程，
表达了对万事利新一代领导班子多年来工作的认可，并表示，
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以屠红燕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必
将带领万事利取得更大的成功。与此同时，由该集团总裁李建
华主编的《字说丝绸》一书也在年度盛典上隆重发布。据了解，
该书以漫画的笔法，从文字的起源入手，为我们呈现了丝绸这
一中国的伟大发明与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国文明的血脉之缘，
是中国文化和丝绸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李建华表示，在现已
被释读的近 2000个甲骨文单字中，约有近 300个与丝绸有
关，这些都可以佐证丝绸文化是中国古代汉字起源的最主要
来源。

本报记者 何芳

杨永元：丝绸业
前途光明道路曲折

日前，记者从中国企业十大新闻评委会获悉，此次十大新
闻发布仪式的礼品由吴江鼎盛丝绸公司和瑞典品牌 LA YIN
两家公司共同提供。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这次活动召开地点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极具权威性，所以在礼品赞助商的选择上
也不敢马虎。丝绸在我国具有 5000多年历史，是中国古老文化
的象征，而且也曾被作为国礼送给外国贵宾，因此完全符合活动
各项要求。鼎盛丝绸公司总经理吴建华表示，人民大会堂是党、
国家和各人民团体举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神圣威严；中国企
业十大新闻评选活动又被誉为是中国企业界层次最高的权威性
推选活动之一，因此能为活动提供真丝丝巾礼品感到非常荣幸。
据了解，鼎盛丝绸公司坐落在江苏盛泽镇，目前拥有“罗玛世家”
和“上久楷”两个自主品牌，属于行业内的后起之秀。

鼎盛丝巾助力中国企业十大新闻发布活动

万事利完成二道接力传递

优质的蚕丝被原料

工人正在制作蚕丝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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