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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消协发布 在朝阳大悦城、蓝色港湾、金源新燕莎MALL等地购买童装检测 16.7%样品不合格

H&M、allo＆lugh童装掉色 不达标
本报讯（记者 张鑫）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今
日公布比较试验结果，H&M、法国品牌PETIT
BATEAU、韩国品牌allo＆lugh等在内的9款
样品存在含量不符、容易掉色等质量问题。
本次比较试验样品由北京市消费者协
会的工作人员以消费者的身份在北京市金
源新燕莎MALL、华润五彩城、蓝色港湾国
际商区、朝阳大悦城、汉光百货、凯德MALL
太阳宫店、爱琴海购物公园、龙湖长楹天街、
北京远洋未来汇购物中心随机购买， 涉及
54款样品，购买价格从92元到1380元不等。
经检测，54 款样品中有 9 款样品存在
质量问题，占样品总数的 16.7%。 主要是耐
湿摩擦色牢度、耐干摩擦色牢度、耐洗色牢
度、纤维成分及含量、产品使用说明等项目
未达到国家标准要求。
记者了解到，纤维成分及含量是纺织产
品内在质量的重要指标。 本次比较试验中，
有 3 款样品纤维成分及含量不符合国家标
准要求。而掉色成了此次比较试验中婴幼儿
服装最大的问题， 包括 H&M、allo＆lugh
在内的 6 个品牌 7 个批次的样品存在色牢
度未达国标的情况。 服装 pH 值一项，54 款
样品中只有售价为 239 元、 标称北京汪小
荷服装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汪小荷牌货号
/ 批号为 W733S1 的儿童牛仔裤样品 pH
检测值为 9.1，超出了标准范围 4.0 到 8.5。

纤维含量不符商品
商品名称 标称商标
婴儿裤

KiCCOLY

货号 / 批号

G2L74668

经销单位

纤维含量（% ）

金源新燕莎

MALL

（明示）面料：棉 60 聚酯纤维 30 氨纶 10 里料：棉 100
（实测）面料: 棉57.4 聚酯纤维34.2 氨纶 8.4
里料: 棉86.3聚酯纤维13.7

男婴
连体衣

PETIT BATEAU 14837

北京华润
五彩城

（明示）面料：棉 100 里料：涤纶 100
（实测）聚酯纤维 100

儿童
牛仔裤

H&M

朝阳大悦城

( 明示 ) 棉 60 聚酯纤维 38 氨纶 2
（实测）1#浅蓝色面料: 棉 67.3 聚酯纤维 29.1 氨纶 3.6
2# 黑色面料 : 棉 62.4 聚酯纤维 35.8 氨纶 1.8

06854563265758

色牢度不符商品（指耐干摩擦、耐湿摩擦、耐洗等指标）
商品名称

标称商标

生产批号

经销单位

婴儿裤

KiCCOLY

G2L74668

金源新燕莎 MALL

T/C 裤子（水洗产品）

allo＆lugh

A17F2PT115

北京蓝色港湾国际商区

长裤

jacadi

2013154

北京蓝色港湾国际商区

牛仔裤

欧开蒂

77348

北京蓝色港湾国际商区

小黄点大冒险系列 - 裤子

M.latin baby

227117027D

朝阳大悦城

婴儿外套

H&M

06537463075053

朝阳大悦城

儿童牛仔裤

H&M

06854563265758

朝阳大悦城

网络订餐习惯大数据出炉
本 报 讯（记者 张 鑫）中国营养学
会上午针对网络订餐平台大数据进
行了分析发布。
营养专家对网络订餐平台大数
据进行了初步分析，数据显示出有三
大特点：中国大陆范围内网络餐饮排
名第一的订餐时段是午餐，其次是夜
宵、下午茶和晚餐；排名前三的餐品
类别是中餐、甜品饮品和西餐，其中，
福建甜品的销量超越上海、 广西、江
苏位居第一；消费者最喜爱的排名前
三的菜肴是简餐类、盖浇饭类、米粉
米线面条类。
除新疆、西藏是米粉面以外，其余
各省、市、区第一位的均是简餐。 排名
第二的菜肴出现了盖浇饭、米粉面、炸
鸡炸串，呈现了明显的地域分化。
中国营养学会副秘书长王竹表
示， 学会利用大数据来分析个人点外
卖的就餐习惯， 虽然不是准确数据刻

画，但这是趋势刻画。 可以根据这个趋
势，来描绘用户的行为模式。 所以我们
希望商户能把菜品的基本成分提供给
我们， 我们按照相关计算可以给出准
确营养成分。“
可能显示就是五个数，
但是我们测算报告长达三页纸。 ”
“根据分析结果， 我们建议在选
择正餐时，尽量选低油低脂低盐的餐
品，在非正餐选择上尽量选择新鲜的
水果或蔬菜制品，而不要经常选择含
糖饮料。 另外，要努力培养合理的膳
食习惯，做到吃动平衡，保持健康体
重。 ”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欣研究员
表示。
据了解， 中国营养学会和饿了
么、百度外卖举行了《网络餐饮营养
与健康社会共治合作备忘录》签约仪
式。 两平台商户将对在网销售的餐品
进行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等
营养成分公示。

相关新闻

今日上午，丰
台区大红门街道
食品药品监管所、东城区安定门街道食
品药品监管所执法人员对隐藏在南三
环中路的粉面世家快餐厅（美团外卖线
上名称：川渝美食），以及安定门附近的

嘉钰中润（北京）国际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 （饿了么和美团外卖名称： 就酱肘
子）两家餐饮商户进行了查处。 这两家
餐饮商户通过网络订餐平台从事超许
可范围线上订餐线下制作的销售。
文/记者 张鑫 摄 /记者 曹博远

住房公积金热线常见问题解答今发布

倡导精致生活
您的订制专家

本报讯（记者 罗 晓 静）今天上午，

记者从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
新系统升级后，“
12329 住房公积金热
线”电话繁忙，部分市民反映难以拨通。
为方便单位和职工， 上午公积金中心以
问答的形式将常见问题解答梳理汇总予
以发布。 记者上午登录北京住房公积金
官网看到，首页
“
最新重要事项”栏目中
已经挂出，市民可上网了解最常见问题。
记者梳理发现，近期“
12329 住房
公积金热线” 常见问题一共 33 个，其
中除了 11 个问题与单位通过住房公
积金网上业务系统办理住房公积金业
务相关， 其他问题均是北京市民关心
的。 其中 3 个问题是关于住房公积金
缴存业务，5 个问题是关于个人查询及

住房公积金联名卡业务，8 个问题是关
于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4 个问题是关
于住房公积金转移业务，2 个问题是关
于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款业务。
有市民提问“因系统升级停办业
务， 单位未给个人缴存 4 月份住房公
积金对个人有影响吗？”回答为：
“
没有
影响。 目前管理中心已经正常办理业
务， 单位为职工缴存 4 月份住房公积
金后，仍认定为正常连续缴存。 ”
有市民发现本人约定提取未到账。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回复称：“因系统升
级造成部分缴存人约定提取未到账，管
理中心已于 5 月 13 日进行了约定提
取补划工作， 除因缴存人账户冻结、账
户内资金余额不足等情况外，其余约定

提取已全部到账，请关注市民的住房公
积金联名卡账户金额。 如未到账，可以
在北京住房公积金网首页下方
‘
互动服
务’—
‘咨询留言’中留言”。
此外，记者了解到，由于单位每月
缴存住房公积金时间与约定提取时间
前后顺序不一样，所以市民的约定提取
金额可能会不一样，每次约定提取账户
中留存 10 元，剩余的金额都会转入到
市民的住房公积金联名卡账户中。
关于“
夫妻双方提取额度如何划
分”
“因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造成家庭
生活严重困难的， 如何提取住房公积
金？ ”
“公积金异地转移”等问题，均可
在北京住房公积金官网的常见问题解
答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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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85838816 4006158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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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严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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