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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委会正在考虑修改烟花法规

消委会正在考虑修改其烟花法
规.
CPSC消委会公布了一项提议制
定法规的预案,列出了对现行烟
花法规进行修改的几个可选方
案. 2006年9月11日之前接收
各方意见.

消委会代理主席南希诺德在美
标所会员大会上讲话.
九月份在那士维尔举行的美标
所会员大会上,消委会代理主席
南希诺德对烟花业界发表讲话,
她称赞烟花业通过美标所的测
试程序来努力提高烟花产品的
合格率和安全性.她也提到了消
委会的待定立法提案,可能导致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消委会)于2006年7月在
联邦登记处发布了一个
通知,宣布该部门正在
考虑是否需要对其烟花
产品的法规进行更新和
加强.

现行消委会法规的烟花
所形成的伤害风险发表
书面意见.同时也恳请
大众对几项处理伤害风
险的可选管制方案及其
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发表
意见.

此项提议制定法规的
预案(简称“修法预案
”)是消委会于2006年7
月12日发布的.是消委
会进行法规制定的第一
步.在此修法预案中,委
员会恳请大众就不符合

以下是修法预案中所
列出的四项可选管制方
案,可能被消委会研究
考虑:

对现行烟花法规的修改.

1. 强制认证. 委员会可以发

鼓励制造商全面测试其产品
或使用独立测试机构作为认
证的根据.
2. 强制标准. 委员会可以发
布一项规定,指定烟花产品必
须符合一些附加的要求.委员
会应当邀请任何自愿者向消
委会提交一套现有的标准或
标准的一部分作为法规提
案….

如果委员会决定某一

提交的标准是与发布的邀请

布一项规定,要求烟花产品强
制认证符合联邦法规, 这样将

(下接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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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对大型地礼装置;和花筒

消委会代理主席在会员大会上发表讲话, 称赞本行业为安全所做的努力

的测试样品量.
美标所将大型地礼装置和花筒
的测试样品量减到了每批10个.
显著降低了工厂的测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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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培训在浏阳举行.
八月份美标所在浏阳举行测试
员年度培训. 第 5 页.

选举结果.
杰瑞伯思托克, 迈克英格和萧
韦查继续当选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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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代
理主席南希诺德,这次
是她首次与美国烟花界
会面.在评价美标所会
员为提高安全性和合格
率所做的努力时,她说:“
你们团结一致成立了美
标所,你们看到了超越
消委会强制性标准的意
义,看到了改进我们标
准的必要性,看到了处
理好新产品和未来产品
发展的必要性,因为当

时政府的标准没有做
到.”
诺德主席是2006年
9月13日在田纳西州那
士维尔的美标所会员
大会上发表上述讲话
的.她也提到了对美标
所在中国进行的输美
烟花认证测试程序的
良好印象.她形容我们
的行动是“走在时代
的前面”,
她引用最近实行的小

炮弹发射筒的炸筒测试作为
(下接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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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克地礼装置,花筒装置的抽样数量减少
由于会员们对500克烟花产品
的测试成本太高表示急切关注,美
标所已经降低了其中两个种类的
抽样数量.立即生效,地礼和花筒
装置的测试将使用减少了的抽样
量.对于组合装置的样品量问题,
是否减少还须进一步研究.
原来的抽样水平,一般美标所
会抽取25个500克产品以达到适合
的信心指数.
修改后的抽烟计划一般每个批次
测试10个样品.
此次减少样品量的最大得益者
是那些一批超过500个装置的大批
次.目前有一半以上的地礼批次和
85%的花筒批次属于这一范围.50
0个装置以下的批次仍和过去一样
每批测试10个样品.
美标所在测试中都要采用一个
有统计学根据的抽样计划,以保持
一个特定的抽样水平,保证测试能
充分反映受检批次中的每个产品
对各项要求的符合性.也就是我们
在抽样计划中所提到的“信心指
数”.
只有当各项重要测试指标(如
引线时间和倒筒)的合格率达到95
%以上并保持至少一年,才有可能
减少抽样量.
为了确定是否能够减少抽样数
量,美标所调出了2005年9月至200
6年1月的测试数据,分析了超过20
00个批次的500克品种.数据显示
地礼和花筒类的各项重要测试指
标的总体合格率超过95%.
这样高的合格率使得抽样量可以
减少而不影响抽样计划的信心指
数.
三大种类中测试量最少的是组

合类,某些方面其不合格率高达1
4%,不适合减少其抽样数量.美标
所将继续监控此种类的测试数据
变化,考虑将来调整其抽样量.
通过减少抽样量来降低会员
的成本是美标所一直在设法进行
的工作,降低美标所会员使用测
试程序的成本.类似的抽样量削
减几年前对爆竹类也实行过,是
基于爆竹类保持95%以上的合格
率一年.
美标所会继续监控其它产品
种类的测试数据,若测试结果显
示情况适合,可能会采取类似的
行动.

消委会主席的讲话

例子,来讲述美标标准能够随产
品的发展而发展.她说:“必须防
止发射筒炸穿,这个问题美标所
能够及时的处理.”
另外,今年四月份也是她首次
由美标所陪同前往中国参观烟花
业.
“我看到了美标所进行工作的
第一手材料,包括到湖南省浏阳
的天祥/美标所办公室,去到工厂
观看正在进行的测试.”她说.
“太棒了.”在一家工厂里她看
到了一批通过美标测试准备发往
美国的货物,和另一批只有中国
政府标贴未经检验的货物,她说:
“我告诉你们,对美标所测试过
的产品,我的感觉会比其它产品
好很多,当然我们的管制官员也
有此同感.”
诺德主席讲述了消委会如何
努力与中国方面合作,改善相互
沟通和处理好他们发现的安全问
题,以免发生问题之后才有所行
动.她认为经过测试符合消委会
法规和美标所标准是重要的程序
步骤.
“烟花经由独立测试认证符合两
个标准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诺德还引证了近几年美标测
试的烟花合格率相当高.
“这说明了严格的独立测试程序
带来的好处.”
“另一个我们欣赏美标所的方
面是,在货物到达美国之前,他们
在中国直接进行测试和交涉,我
们鼓励其它美国行业也采用这种
方式.
这样不仅节约了可能在港口
被退运的成本,也有助于防止违
规或缺陷产品进入商业物流并造
(下接第 4 页)

美标通讯 第3页

2006 年 9月 版

消委会计划修订其烟花法规
(上接第1页 )

相符… 将会消除或明显降低伤害风险,委
员会可能会发布此标准... 作为法规提案.
3. 完全依靠自愿性标准. 委员会在其强制
法规制定中可考虑自愿性民间标准.有一
点是明确的, 委员会应当邀请任何自愿者
提交其解决伤害风险的自愿性标准.…

如

果委员会决定采纳这一提交的标准.…

可

以使得预案中列出的伤害风险明显减少或
被消除,并且达到这一标准要求也是切实
可行的, 这样的话, 委员会就要完全依靠
这一自愿性标准来控制伤害风险.
4.

按照联邦危物管理条例第15条采取纠

正措施.

按照联邦危物管理条例第15条,

如果他们确定某一产品构成实质性的危害
必须被禁止的话,委员会有权针对每一个
案件采取纠正措施.

美标所代表全体会员向消委会
提交了建议. 建议内容包括: (1)
要求消委会颁布一强制认证程序,
所有公司都必须将其产品经第三方
独立认证机构测试符合现行的消委
会烟花法规;(2)要求消委会正式采
纳美标所的现行自愿性标准; 并且
(3)消委会应当要求所有公司按照
消费品安全条例第15条的规定,向
消委会报告其进口或分销的烟花有
哪些不符合美标所的标准及具体的
不符合项.

克药量的多筒地礼,花筒及组合装
置.
美标标准涵盖了消委会的法规
和交通部的相关法规.同时也加入
了对新产品的潜在危害进行控制的
大量条例,还对老品种中过去未发
现的危害进行了标准规范.
我们认为近几年来伤害案件的
下降正好证实了美标标准对减少预
案中所列的伤害风险是有效的.自1
994年美标所开始认证测试程序以
来,与烟花相关的伤害数据逐年稳
步下降.而且相比使用烟花数量的
伤害率更是大幅减少.
在1994年,每使用100.000磅烟花的
伤害率是10.7.
到2005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8.
由于美标标准切实可行容易遵
守,我们估计有大约80%的美国消
费品烟花是在运往美国之前经过美
标所认证测试程序的.如果消委会
正式采纳美标标准,这个数字还会
大幅增加.
最终,为了遵守强制性的报告体
制,完整地向消委会报告,哪些产品
不符合美标标准及具体不符合项,
相信各公司都会依靠第三方独立测
试程序来确认这些事项.

美标所相信,依靠美标标准,结
合第15条例的强制报告体制,将能
够明显减少烟花的伤害风险,并且
这一自愿性标准是切实可行的,
消委会应该予以采纳.

委员会收集对预案的意见直到
2006年9月11日.预案的整套文件和
消委会收集到的所有意见建议都可
在 消 委 会 的 网 站 内 找 到 :
w w w . c p s c . g o v .
美标所会员可联系美标所索取预案
全文和美标所提交给消委会的建议
书全文.

与现行的消委会法规相比,美标
标准能够覆盖更多的烟花危害性管
制,消委会的法规是1976年制定的,
其后有很多目前很流行的品种进入
了市场,包括重复装填小炮弹和500

消委会目前正在审阅所有收到
的意见建议,以决定是否采取和采
取哪一种方案.在消委会宣布其决
定之前,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一旦达
成一个决定,消委会将会公布一个

修法提案通知,并邀请所有感兴趣
的人士提供进一步的意见建议.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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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的数量和合格率继续提高
中国烟花质量改善计划的测试量在2005年增至六百一十万箱;比2004年同比
增加20%. 所有种类的总合格率达到91%, 上升一个百分点. 下列图表是逐年测试量
及合格率的总结.

消委会主席的讲话
(上接第 2 页)

成可能的伤害.”她认为这种方式是
一种双赢的方式,从业者和消费者
都从中得益.
谈到修改联邦法规的烦兀程序,
主席表示:“这就是为何我支持并
表决同意最近的烟花修法预案的原
因之一.该预案列出了数个方案,可
以使我们的执法标准与时倶进,应
对当前的烟花产品和发生的事故情
况.”
她进一步表示“目前美标所显
然是烟花测试业中的佼佼者,我们
不能采用一套新的认证要求,过去
没有现在也不能,认可一个又一个
的测试实体,因为我们至今确信一
个测试认证体系是足够有效的.”
在高度评价了本行业为安全和
合格所做的努力之后,诺德主席对
那些继续进口和分销不合格烟花的
公司提出严正警告.指出消委会正
在着手调查几家分销违规烟花的公
司,她明确表示所有漠视消委会强
制性法规的公司都将面临管制处的
严厉措施.
诺德主席受到美标所会员的热
烈欢迎.她对本行业的安全工作的
高度评价,还有愿意与本行业合作
达到彼此共同目标的良好愿望,都
给大家留下了一个良好的影像.
诺德是2005年6月由乔治布什总
统任命为专员,任期到2012年.
前任主席郝思全今年7月辞职后,她
被白宫指定为代理主席.诺德将一
直担任代理主席,直到布什总统的
行政机关任命一位新主席.未来的
几周内,白宫可能会召见她.
主席讲话之后,消委会管制处官
员靳和吉先生讲述了正在进行的消
(下接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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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from page 4)

委会管制程序.引证了为何消委会
将大多数的精力集中在非美标测试
的烟花上,靳先生表示在2005年只
有5%的美标测试样品被发现有重
大违规项,与之相比的是非美标测
试的36%.

检验员认证程序在浏阳完成

然而,他也表明在2006年消委会
发现美标所的违规有所增加,因为
有15个样品被验出引线时间超长,
他将相关数据提供给了美标所,以
协助调查问题突然出现的原因.
靳先生还提出,炸子药量超标是
另一个最常发现的违规项.占2005
年 所 有 违 规 项 目 的 5 2 % .
“有些违规是我们特别关注的,我们
将继续严密监控.” 他最后说.

美标所运作团队, 有 50 名检验员, 在浏阳培训期间.

对执行美标烟花质量改善测
试的检验员,美标所有一
个现场培训和重新认证
的程序, 于2006年8月的
14-19日在湖南浏阳进行.
主要是为了确保检验员
能精通测试程序并且每位
检验员运用标准的方式
都一致统一.
五十名外勤检验员,五
名数据库管理文员参加了
培训, 培训由美标所执行
董事罗杰仕和美标所董事
江勤博士主持,
美标所
中国联络员周宏雷也参加
了培训.

培训程序包括两天半的室内介绍,

执行董事罗杰仕颁发最佳成绩奖给彭志坚.

涵盖近几年来美标标准的所有修
改.也包括美标所关注的重要方面
及检验员关注的内容,还有对廉政
纪律的详细解说,所有检验员都必
须遵守.
培训还包括一天的野外作业,
训练如何正确测试引线时间,如何
根据响声分辨空中炸子等内容.最
后是一个总结性书面考试由美标
所主持.
(下接第 6 页)

检验员在培训中解剖烟花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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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董事再次入选

所有检验员都必须通过一年一度的
考试以取得或保持被认可的资格.只
有四名检验员未能通过这内容广泛
而又颇具难度的考试,他们将被安排
重新培训,不能继续担当主要测试任
务.

为董事会成员
2006年9月13日,在田纳西州
那什维尔的美标所会员大会上,
三位美标所董事被再次选举进入
董事会.他们是:B.J.公司的杰瑞
伯思托克,他自从美标所成立之
初就一直在董事会服务;
F.O.A.公司的迈克英格,他是
2001年首次入选董事会,任职
秘书长;还有萧韦察,他也是
美标所成立之初就进入董事
会,任职财务司库.

罗杰仕颁发十年服务证书给邹雯.
在美标所的晚宴中,四位考试成绩
最高的检验员被授予奖品以资鼓励.
得奖者有彭志坚,李世义,胡正活和
黄广钦.
三位检验员获颁美标所十年以上
服务证书,他们是:邹雯;陈都好;和蔡
少阳.另有八位员工获颁美标所五年
以上服务证书,他们是:赵素安;赵湘
富;尹力家;龚卫兵;李灵云;阮才军;
陈德延;蔡太伟.
天祥公司上下同仁赠送了烟花祖
师李畋的铜像给江勤博士和罗杰仕
先生.
这样的培训美标所每年都要进行,
要求所有执行美标检验的检验员都
必须接受这一培训.
______________

三位董事当时都出席了大会,
尽管提名委员会努力邀请
其他候选人,但三位董事会
成员在投票中顺利当选,现
场投票过程中收到一个候选
人提名,是雷霆烟花公司的黛宝
哥德女士.
董事选举是一个公开透明的
过程,任何一位合格的会员都可
以提名董事会候选人.董事会成
员由全体合格会员投票决定.被
提名者必须是保持美标所合格会
员资格达到5年的人士.候选人在
服务三年之后可以被定选入董事
会席位.
一般情况下,要选举三个董事
会席位,选票中会至少列出四位
候选人.这么做是为了使所有会
员都有机会进入董事会工作.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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