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发布《四川省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目录（2023 年版）》的通告

2022 年第 4号

为更好服务民生需求和四川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效防范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四川省市场监管局“225 战略”规划（2019—2023

年）》关于“制定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目录”等规定，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四川

产业结构和消费习惯、舆情反馈、《全国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目录（2022 年版）》等基础上，经广泛征求省级各厅

（局）、各市（州）市场监管局、本局相关处室（单位）、省消协和相关行业协会意见，综合分析近三年监督抽查、风险

监测、生产许可等数据，并通过网络广泛征集社会公众意见，认真分析研究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的薄弱环节，坚持问题导

向，聚焦合格率低、反映问题较为突出、涉及重大质量安全的工业产品，制定了《四川省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目录

（2023 年版）》，现予以发布。



《四川省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目录（2023 年版）》共涉及 302 种产品，包括日用及纺织品 30 种、电子电器 43

种、轻工产品 52 种、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58 种、农业生产资料 13 种、机械及安防 48 种、电工及材料 36 种、食品相关产

品 22 种。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11 月 17 日

四川省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目录

（2023 年版）

序号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产品名称

1 电工及材料 低压电器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2 电工及材料 低压电器 配电板

3 电工及材料 电池 锂离子电池

4 电工及材料 电池 铅酸蓄电池

5 电工及材料 电力设备及线路材料 电缆桥架

6 电工及材料 电力设备及线路材料 电力变压器

7 电工及材料 电力设备及线路材料 电力金具



8 电工及材料 电力设备及线路材料 电线电缆用绝缘料和护套料

9 电工及材料 电力设备及线路材料 环形混凝土电杆

10 电工及材料 电力设备及线路材料 架空绞线

11 电工及材料 电力设备及线路材料 输电线路铁塔及附件

12 电工及材料 电器附件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13 电工及材料 电线及电缆
非阻燃额定电压 450/750V 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

电线电缆

14 电工及材料 电线及电缆 非阻燃挤包绝缘低压电力电缆

15 电工及材料 电线及电缆 非阻燃塑料绝缘控制电缆

16 电工及材料 电线及电缆 架空绝缘电缆

17 电工及材料 电线及电缆 交联聚烯烃绝缘电线和电缆

18 电工及材料 电线及电缆
交联聚乙烯绝缘阻燃低压电力电缆（含无卤低烟

型）

19 电工及材料 电线及电缆 聚氯乙烯绝缘电线

20 电工及材料 电线及电缆 数字通信电缆

21 电工及材料 电线及电缆 橡皮绝缘电缆

22 电工及材料 电线及电缆 阻燃电线电缆

23 电工及材料 非金属材料 O形橡胶密封圈

24 电工及材料 非金属材料 家用燃气软管



25 电工及材料 非金属材料 商品煤

26 电工及材料 非金属材料 生物质燃料

27 电工及材料 非金属材料 旋转轴唇形密封圈

28 电工及材料 非金属材料 止水带

29 电工及材料 金属材料 边坡柔性防护网系统构件

30 电工及材料 金属材料 不锈钢及制品

31 电工及材料 金属材料 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

32 电工及材料 金属材料 钒钛制品

33 电工及材料 金属材料 紧固件

34 电工及材料 金属材料 射钉

35 电工及材料 金属材料 永磁材料

36 电工及材料 金属材料 直缝电焊钢管

37 电子电器 电子产品 彩色电视机

38 电子电器 电子产品 电话手表

39 电子电器 电子产品 电源适配器

40 电子电器 电子产品 儿童学习机

41 电子电器 电子产品 集成电路（IC）卡读写机

42 电子电器 电子产品 声频功率放大器

43 电子电器 电子产品 台式微型计算机



44 电子电器 电子产品 投影机

45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 按摩器具

46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 厨房机械

47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 厨房小家电

48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 电冰箱

49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 电吹风

50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 电磁灶

51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 电风扇

52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 电烤箱及烘烤器具

53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 电热暖手器

54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 电热暖水袋

55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 电热水壶

56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 电热水龙头

57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 房间空气调节器

58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 加湿器

59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 家用电动洗衣机

60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 快热式电热水器

61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 料理机

62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 皮肤及毛发护理器具



63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 扫地机器人

64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 室内加热器

65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 微波炉

66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 吸尘器

67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 洗碗机

68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 液体加热器

69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 饮水机

70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 自动电饭锅

71 电子电器 网络通讯产品 广播电视传输设备

72 电子电器 网络通讯产品 机顶盒

73 电子电器 网络通讯产品 路由器

74 电子电器 网络通讯产品 移动电话

75 电子电器 照明光源及灯具 读写台灯

76 电子电器 照明光源及灯具 固定式通用灯具

77 电子电器 照明光源及灯具 可移式通用灯具

78 电子电器 照明光源及灯具 太阳能光伏照明装置

79 电子电器 照明光源及灯具 自镇流 LED 灯

80 机械及安防 安全技术防范产品 安全帽

81 机械及安防 安全技术防范产品 安全网



82 机械及安防 安全技术防范产品 车载常压罐体

83 机械及安防 安全技术防范产品 防爆电器

84 机械及安防 安全技术防范产品 防火涂料

85 机械及安防 安全技术防范产品 井盖

86 机械及安防 安全技术防范产品 人民币鉴别仪

87 机械及安防 安全技术防范产品 水箅子

88 机械及安防 安全技术防范产品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及容器

89 机械及安防 车辆及相关产品 车用柴油

90 机械及安防 车辆及相关产品 车用尿素水溶液

91 机械及安防 车辆及相关产品 车用汽油

92 机械及安防 车辆及相关产品 车用汽油清净剂

93 机械及安防 车辆及相关产品 车用压缩天然气

94 机械及安防 车辆及相关产品 醇基燃料

95 机械及安防 车辆及相关产品 电动汽车充电桩

96 机械及安防 车辆及相关产品 机动车发动机冷却液

97 机械及安防 车辆及相关产品 机动车辆制动液

98 机械及安防 车辆及相关产品 汽车空调滤清器

99 机械及安防 车辆及相关产品 汽车内饰材料

100 机械及安防 车辆及相关产品 汽车用制动器衬片



101 机械及安防 机床 镶齿三面刃铣刀

102 机械及安防 机械零配件 活塞

103 机械及安防 机械零配件 活塞销

104 机械及安防 计量器具 工业及商业可燃气体探测器

105 机械及安防 计量器具 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

106 机械及安防 能源 太阳能光伏组件

107 机械及安防 通用机械 单转子反击式破碎机

108 机械及安防 通用机械 阀门

109 机械及安防 通用机械 机械零部件

110 机械及安防 通用机械 人防防爆超压排气活门

111 机械及安防 消防器材 避难逃生设施

112 机械及安防 消防器材 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

113 机械及安防 消防器材 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

114 机械及安防 消防器材 防火玻璃

115 机械及安防 消防器材 防火阀

116 机械及安防 消防器材 干粉灭火装置

117 机械及安防 消防器材 机械防排烟系统

118 机械及安防 消防器材 灭火器箱

119 机械及安防 消防器材 灭火毯



120 机械及安防 消防器材 排烟阀

121 机械及安防 消防器材 排烟防火阀

122 机械及安防 消防器材 洒水喷头

123 机械及安防 消防器材 手提式灭火器

124 机械及安防 消防器材 消防灭火设备

125 机械及安防 消防器材 消防排烟风机

126 机械及安防 消防器材 消防排烟管道系统

127 机械及安防 消防器材 消火栓

128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防水材料 建筑防水卷材

129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钢材 建筑抗震支吊架

130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钢材 冷轧带肋钢筋

131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钢材 热轧带肋钢筋

132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钢材 热轧光圆钢筋

133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钢材 热轧型钢

134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节能保温材料 不燃型聚苯颗粒复合板

135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节能保温材料 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制品

136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节能保温材料 绝热用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XPS）

137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节能保温材料 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

138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门窗 防盗安全门



139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门窗 防火窗

140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门窗 防火门

141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门窗 建筑外窗

142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门窗 金属门

143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门窗 木质门

144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涂料 建筑防水涂料

145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涂料 建筑室内用腻子

146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涂料 建筑涂料

147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涂料 建筑外墙用腻子

148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涂料 建筑质感涂料

149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涂料 木器涂料

150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涂料 溶剂型工业涂料

151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涂料 水性工业涂料

152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用玻璃 建筑用钢化玻璃

153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用玻璃 建筑用夹层玻璃

154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用玻璃 建筑用中空玻璃

155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用材料 混凝土输水管

156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用材料 建筑轻质隔墙条板

157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用材料 水泥



158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用材料 玄武岩纤维无捻粗纱

159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用材料 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简支梁

160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用石材 石材

161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胶粘剂 溶剂型胶粘剂

162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胶粘剂 水基型胶粘剂

163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 刨花板

164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 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

165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 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

166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 实木地板

167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 实木复合地板

168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 细木工板

169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 中密度纤维板

170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水暖五金 陶瓷片密封水嘴

171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塑料管材及管件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夹砂管

172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塑料管材及管件 建筑用绝缘电工套管

173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塑料管材及管件 聚乙烯（PE）管材

174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塑料管材及管件 燃气用埋地聚乙烯（PE）管材管件

175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塑料管材及管件 塑料波纹管

176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塑料管材及管件 无规共聚聚丙烯（PP-R）管材管件



177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塑料管材及管件 硬聚氯乙烯(PVC-U)管材及管件

178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新型墙体材料 新型墙体材料（砖和砌块）

179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装饰装修材料 彩钢夹芯板

180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装饰装修材料 建筑装饰用铝单板

181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装饰装修材料 铝合金建筑型材

182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装饰装修材料 门、窗框用硬聚氯乙烯（PVC）型材

183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装饰装修材料 陶瓷砖

184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装饰装修材料 卫生陶瓷

185 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 装饰装修材料 预拌砂浆

186 农业生产资料 化肥 氮肥

187 农业生产资料 化肥 复肥

188 农业生产资料 化肥 钾肥

189 农业生产资料 化肥 磷肥

190 农业生产资料 化肥 生物肥

191 农业生产资料 化肥 水溶肥料

192 农业生产资料 化肥 有机肥料

193 农业生产资料 农业机械 碾米机

194 农业生产资料 农业机械 喷雾器

195 农业生产资料 农业机械 潜水电泵



196 农业生产资料 农业机械 饲料粉碎机

197 农业生产资料 农业机械 脱粒机

198 农业生产资料 农用塑料制品 农用薄膜

199 轻工产品 化工产品 工业气体

200 轻工产品 化工产品 工业硝酸

201 轻工产品 化工产品 工业盐

202 轻工产品 化工产品 化学试剂

203 轻工产品 化工产品 磷化合物

204 轻工产品 化工产品 磷酸盐

205 轻工产品 化工产品 硫酸

206 轻工产品 化工产品 氯碱产品

207 轻工产品 化工产品 溶解乙炔

208 轻工产品 化工产品 润滑油

209 轻工产品 化工产品 水处理剂

210 轻工产品 化工产品 危险化学品无机类

211 轻工产品 化工产品 危险化学品有机类

212 轻工产品 化工产品 无机化工产品

213 轻工产品 化工产品 液体无水氨

214 轻工产品 化工产品 衣料用液体洗涤剂



215 轻工产品 化工产品 油墨

216 轻工产品 化工产品 有机化工产品

217 轻工产品 家具 儿童家具

218 轻工产品 家具 家用双层床

219 轻工产品 家具 教学仪器设备

220 轻工产品 家具 木制家具

221 轻工产品 家具 软体家具

222 轻工产品 燃气用具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

223 轻工产品 燃气用具 家用燃气灶

224 轻工产品 燃气用具 燃气采暖热水炉

225 轻工产品 燃气用具 燃气调压设备

226 轻工产品 燃气用具 燃气用不锈钢波纹软管

227 轻工产品 燃气用具 商用燃气灶

228 轻工产品 日用及化工品 仿真饰品

229 轻工产品 日用及化工品 家用清洁剂

230 轻工产品 日用及化工品 灭蚊器

231 轻工产品 日用及化工品 洗手液

232 轻工产品 日用及化工品 洗衣粉

233 轻工产品 日用及化工品 消毒剂



234 轻工产品 日用及化工品 烟花爆竹

235 轻工产品 石化产品 便携燃气

236 轻工产品 石化产品 天然气

237 轻工产品 石化产品 液化石油气

238 轻工产品 石化产品 液化天然气

239 轻工产品 眼镜类产品 定配近视眼镜

240 轻工产品 眼镜类产品 老视眼镜

241 轻工产品 运载工具 电动自行车

242 轻工产品 运载工具 电动自行车配件

243 轻工产品 纸及制品 成人纸尿裤（片、垫）

244 轻工产品 纸及制品 湿巾

245 轻工产品 纸及制品 瓦楞纸箱

246 轻工产品 纸及制品 卫生巾（护垫）

247 轻工产品 纸及制品 卫生纸

248 轻工产品 纸及制品 婴幼儿纸尿裤（片、垫）

249 轻工产品 纸及制品 纸巾纸

250 轻工产品 珠宝首饰 贵金属饰品

251 日用及纺织品 儿童用品 儿童纹身贴

252 日用及纺织品 儿童用品 童车



253 日用及纺织品 儿童用品 玩具

254 日用及纺织品 儿童用品 婴儿学步车

255 日用及纺织品 纺织品 蚕丝被

256 日用及纺织品 纺织品 衬衫

257 日用及纺织品 纺织品 床上用品

258 日用及纺织品 纺织品 儿童及婴幼儿服装

259 日用及纺织品 纺织品 毛针织品

260 日用及纺织品 纺织品 袜子

261 日用及纺织品 纺织品 西服、大衣

262 日用及纺织品 纺织品 校服

263 日用及纺织品 纺织品 休闲服装

264 日用及纺织品 纺织品 絮用纤维制品

265 日用及纺织品 纺织品 游泳衣及帽

266 日用及纺织品 纺织品 运动服装

267 日用及纺织品 皮革皮毛 羽绒服装

268 日用及纺织品 日用杂品 打火机

269 日用及纺织品 日用杂品 鞋材

270 日用及纺织品 文体用品 课业簿册

271 日用及纺织品 文体用品 条码符号印刷品



272 日用及纺织品 文体用品 学生书包

273 日用及纺织品 文体用品 学生用品（文具）

274 日用及纺织品 箱包鞋类 老年鞋

275 日用及纺织品 箱包鞋类 旅行箱包

276 日用及纺织品 箱包鞋类 旅游鞋

277 日用及纺织品 箱包鞋类 皮凉鞋

278 日用及纺织品 箱包鞋类 皮鞋

279 日用及纺织品 箱包鞋类 童鞋

280 日用及纺织品 箱包鞋类 休闲鞋

281 食品相关产品 玻璃材质食品相关产品 玻璃酒瓶

282 食品相关产品 玻璃材质食品相关产品 食品接触用玻璃器皿

283 食品相关产品 金属材质食品相关产品 工业和商用电热食品加工设备

284 食品相关产品 金属材质食品相关产品 食品接触用不锈钢制品

285 食品相关产品 金属材质食品相关产品 食品接触用铝箔

286 食品相关产品 塑料材质食品相关产品 非复合膜袋

287 食品相关产品 塑料材质食品相关产品 复合膜袋

288 食品相关产品 塑料材质食品相关产品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瓶

289 食品相关产品 塑料材质食品相关产品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瓶坯

290 食品相关产品 塑料材质食品相关产品 聚碳酸酯（PC）饮用水罐



291 食品相关产品 塑料材质食品相关产品 食品用聚乙烯吹塑容器

292 食品相关产品 塑料材质食品相关产品 塑料杯

293 食品相关产品 塑料材质食品相关产品 塑料购物袋

294 食品相关产品 塑料材质食品相关产品 塑料瓶盖

295 食品相关产品 塑料材质食品相关产品 塑料一次性餐饮具

296 食品相关产品 塑料材质食品相关产品 婴幼儿用塑料奶瓶

297 食品相关产品 陶瓷材质食品相关产品 日用陶瓷餐饮具

298 食品相关产品 洗涤剂 餐具洗涤剂

299 食品相关产品 纸材质食品相关产品 食品接触用纸包装及容器等制品

300 食品相关产品 纸材质食品相关产品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

301 食品相关产品 纸材质食品相关产品 纸杯

302 食品相关产品 纸材质食品相关产品 纸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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