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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历历在目 
 

作者： John D. Rogers 

 
我在美标所的成功源自于我的父母 Lucille 和 Levi.Rogers.他们给予

我鼓励和支持，使我能够在西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获得本科学位，并在

美国大学获得法学学位。之后在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开始了我的职

业生涯，在产品安全领域工作，并与该机构的其他人员合作制定产品

安全标准。作为一名消费品安全官员，与各位消委会专员及其他工作

人员一起工作是我的荣幸。在这些专业人员的帮助下我学习建立了我

的专业经验和技能。 
 

在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工作期间，我是“蛇口六杰”的成员之一。1988

年我们去到中国，帮助烟花工厂评估他们的产品是否符合消费品安全

委员会的法规要求。正是在那次访问期间，提出了建立一个永久性组

织的想法，该组织将向中国烟花界介绍美国烟花爆竹的要求，并制定

严谨的烟花标准。在 1989 年，Joel Anderson 请我任职新成立的美标所

执行董事.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我欣赏赞美他的精彩人生和他留下辉煌

成就。 
 

在董事会各位优秀成员的指导下，我在中国建立了一支优秀的团队。

周宏雷，中国运营总监；龚卫兵，项目稽查员；彭丹，行政助理，他

们公正而专业地管理着美标项目的运营。他们建立了美标所和工厂及

政府之间的沟通交流。我也为我们的美国运营团队成员 Jerry Wingard

和谭洁丽感到骄傲。Jerry 是美标所的项目经理，担当我们与美国会员

企业的主要联络人。办公室经理谭洁丽精通中文普通话和广东话，她

对行业的充分了解保证了整个项目按部就班的运营。同样值得一提的

是，我们能够和必维公司合作，加入美标所的运作担任我们的检验执

行方。由 Chuck Rogers 领导的中国验货团队，负责对出口到美国的产品

进行检查和测试。 
 

我职业生涯的亮点之一就是为美标所测试产品的验货员们提供继续教

育、指导和培训。这些先生和女士们是我们美标项目的基石，促进烟

花的安全及合法。在我完成交接后，我希望美标所能继续取得成功和

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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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新冠疫情严重影响了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2020年度的市场监管行动，与烟花

相关的违规通告从过去 3年的平均每年 105起降至 2020年的仅 3起。在这场疫情

之前的三年里，消委会针对不合格消费产品发出了 7083起违规通告（数据来源：

消委会 LOA 数据库，更新于 2021 年 3 月 19 日）。其中烟花产品违规占 4.5%（即

316 起），在消委会排名前十的违规项目中，烟火药量超标排第六。 

 

从 2013年至 2015年，药量超标的违规通告呈下降趋势。但在 2016年开始呈上升

趋势并且一直保持，直到 2020 年由于疫情，消委会减少了市场监管行动。从

2017 年至 2019 年，药量超标的违规案件超过 200 起，占同期烟花产品违规案件

消委会违规项概述，哪些是热点？ 

作者：Jay Howell 

“不过，我们预计美国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和其

它执法部门将会增加市

场监管行动.” 

 

总数的 65%。2019年只发出了一份药量超标的违规通告。不过，我们预计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和其它执法部门将

在 2021 年增加市场监管行动。 

 

在同一时期，有 62 起违规案件是和引线相关的。（旁燃 25 起，长秒 23 起，短秒 14 起）。自 2016 年起，该类违规

案件呈下降趋势。 

 

从 2017至 2019年，使用违禁化学品和引线牢固度一直是在五大烟花违规项之中，分别有 16和 11起违规通告。值

得一提的是，今年录入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数据库中的 7起违规通告全部是使用违禁化学品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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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安全法》中有一条鲜为人知的条文，即允许消费类烟花的制造

商、进口商及私人专招商在产品及/或产品包装上贴上标签，显示该产品符

合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消费品安全规则及法规。 

 

标签必须清楚标注：符合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安全要求。你可以自由使用

其它任何标签 ，只要他们不歪曲或误导消费者对消委会含义的理解，例如

不能暗示消委会已测试，批准或认可该产品。 

 

如果制造商、进口商或私人专招商已按照《消费品安全法》第 14 条的规定

认证产品（即通用合格证书 -- GCC），则可以在该产品上使用上述标签。如

果你的产品通过美标测试，你也可以认证你的产品合格。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查看联邦法规 16 CFR § 1107.30 -- 在消费品上标签

标注，表明已经符合《消费品安全法》第 14条的认证要求。 

 

告知您的顾客 

作者： Jay Howell 

“为了满足美标会员迫切

需要大批量合格产品出货

的要求，4 月份我们整个

团队长时间不间断工。” 

听说很多年前，当时的

许多房子都是木架房

屋，所有的电线都经过

阁楼。人们把一包包的

爆竹扔到阁楼上，作为

原始的火警警报。当鞭

炮声响起时，房子里的

每个人都知道要跑出

去，因为他们知道这意

味着电线短路，房子着

火了。 
 

如果您你听说过其它烟

花的独特用途，愿意分

享，可以发送邮件至
afslhq@afsl.org. 

 

今年四月，美标团队共检测了超过 210 万箱消费类烟花，创造了历史上月检

测量的最高纪录。 

 

目前，美标所中国测试团队共有验货员 43人，文员 5人，由 2名主任和 1名

培训主管领导。为了满足美标会员迫切需要大批量合格产品出货的要求，4

月份我们整个团队长时间不间断的工作。“我们四月只在清明节休假一

天。”主管阮才军告诉我，“我们每天早上 8 点开始工作，许多验货员是晚

上 9点或 10点才回到办公室，我们的办公室文员也工作到很晚。” 

每个验货小组平均每天测试量超过 12 个批次。美标所感谢中国检验团队的

奉献精神和辛勤工作。只有通过他们的努力，我们才能履行对会员的承诺，

即在三个工作日内对报检产品进行测试，并在次日上午 10 点前向发运商会

员提供测试结果。 

到五月份为止，我们的测试量已超过 600 万箱，预计 2021 年度总测试量将

超过 1000万箱。 

中国检验团队创历史最高纪录 
 
作者：周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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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地重游 

作者：Jerry Wingard 

美标所再次受邀观看弗吉尼亚州对允许售卖烟花的检测，由弗吉尼亚州消防局于 4 月 16 日，

在弗吉尼亚州汉诺威的弗吉尼亚州公共安全培训中心进行。 
 

美标所非常关注他们的这个检测，因为弗吉尼亚州法规对烟花燃放性能的要求与美标标准一

致。这使得美标所有机会看到烟花在通过中国港口然后运往美国后的性能表现。 
 

我和必维美国主管 Chuck Rogers 观看了检测并记录下了我们的观察结果，同时也回答了在现场

执行样品评估的州地消防局官员提出的问题。所有发现的情况，如残壳复燃等都被记录存

档，并与必维团队沟通解决。 

 

 

 

“美标所非常关注他

们的这个检测，因为

弗吉尼亚州法规对烟

花燃放性能的要求与

美标标准一致。” 

我们注意到被评估的产品和样品的数量，比我们过去几年看到的要少。这是供应链不畅对烟花爆竹行业造成影响的又一例

证。测试期间，弗吉尼亚州消防局长 Garrett Dyer 来到弗吉尼亚公共安全培训中心会见了我们。这让我有机会就美标所的日

常工作，我们的使命和目标，与他进行了一些沟通交流。 

                         

美 标  
通 讯 第 四 页 



 
 
 

 

 美标所的关键运营指标可以帮助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你最近为我做了什么呢?” 

 

美标所测试完成时间 
 

测试完成时间保持在三天的窗口期内。尽管任务繁重，

通过对各种资源的合理调配，超过半数的报检批次是在

第一天就完成测试的。 

测试箱数 
 

四月份测试量达到了 210 万箱，超过了去年同期的 160

万。今年一到五月的测试量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76%，多

了 260万箱。 

 

向中国的检验团队致敬，Chuck，William，Emily 和

Tony表现出色！ 

 

合格率 
 

到 2021 年 5 月底，合格率为 95.2%，略低于去年的

95.9%。截至 5 月底，共有 286231 箱不合格，比去年同

期增加了 147452箱。 

 

在所有不合格项中，引线燃烧时间（长短秒），残壳复

燃，哑弹，和稳定性（斜板测试）共占六成以上。 

 

 
Follow AFSL on thes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我们干得怎样？关键运营指标 
作者：Jay Ho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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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american-fireworks-standards-laboratory/?viewAsMember=true
https://twitter.com/AFSL09104919
https://www.facebook.com/SafeFunFirewor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