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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signer can use default 
text to simulate what text 
would look like. A designer 
can use default text to 
simulate what text would 
look like. 

KEYWORD

 狭义的烟花爆竹质量指的是烟花爆竹产品质量，

广义的烟花爆竹质量除产品质量外，还包括过程

质量和工作质量。因此，可以说质量就是产品、

过程满足烟花爆竹标准要求的优劣程度。   

1.烟花爆竹质量概念

一、烟花爆竹企业质量管理的概念



A designer can use default 
text to simulate what text 
would look like. A designer 
can use default text to 
simulate what text would 
look like. 

KEYWORD

 烟花爆竹质量管理是确定质量方针、目标和职责，

并通过质量体系中的质量策划、质量控制、质量保

证和质量改进来使其实现的所有管理职能的全部活

动。通俗的将就是为了实现我们烟花爆竹企业的质

量目标，而进行的所有管理性质的活动。   

2.烟花爆竹企业质量管理的概念

一、烟花爆竹企业质量管理的概念



A designer can use default 
text to simulate what text 
would look like. A designer 
can use default text to 
simulate what text would 
look like. 

KEYWORD

 烟花爆竹质量控制即对质量的管理。质量控制主

要采用数理统计方法将各种烟花爆竹统计资料汇

总、加工、整理，得出有关统计指标、数据，来

衡量工作进展情况和计划完成情况，找出存在的

问题和原因，采取措施达到控制的目的。    

3.烟花爆竹企业质量控制

一、烟花爆竹企业质量管理的概念



A designer can use default 
text to simulate what text 
would look like. A designer 
can use default text to 
simulate what text would 
look like. 

KEYWORD

 烟花爆竹企业质量保证是向经销商、消费者保证企业

能够提供高质量安全的烟花爆竹产品。建立质量信誉

，同时也大大强化企业内部质量管理。质量保证与质

量管理、质量控制的区别是质量控制注重烟花爆竹企

业质量监测，质量控制和质量管理均侧重内部质量管

理，质量保证主要是让外部相信质量管理是有效的。

4.烟花爆竹企业质量保证

一、烟花爆竹企业质量管理的概念





（一）标志

    产品标志分为运输包装标志和销售包装标志。

——产品应有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标志和流向登记标签。

——专业燃放类产品使用红色字体注明“专业燃放”；

——个人燃放类产品使用绿色字体注明“个人燃放”。

——燃放说明和警示语内容应符合GB 24426的规定。

 运输包装标志的基本信息应该包含：

    产品名称、消费类别、产品类别、制造商名称及地址、安全生产许可证号、箱含量、箱
含药量、毛重、体积、生产日期、保质期、执行标准及符合GB 190、GB/T 191要求的“烟花
爆竹”、“防火防潮”、“轻拿轻放”等安全用语或图案。

二、烟花爆竹产品通用安全质量要求



消费类别：个人燃放类       产品名称：大地红

产品类别：爆竹类           产品级别：C级

箱 含 量：**挂/个          箱含药量：***g 

毛    重：**kg             体积（规格）：***×***×*** mm

执行标准：GB 10631-2013

生产日期：20**年**月**日     保 质 期：3年

生产厂家：****烟花爆竹**公司（厂）

安全生产许可证号：（*）YH安许证字〔20**〕******

地    址：**省**市**县**镇**村

联系电话：****-********

轻放烟花爆竹

烟花
爆竹

防潮防火 向上轻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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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烟花爆竹产品通用安全质量要求



    （一）标志

    销售包装标志的基本信息应该包含：

    产品名称、消费类别、产品类别、制造商名称及地址、含药量（总药量和单发药量）、警示语、
燃放说明、生产日期、保质期。

    计数类产品应标明数量。    

二、烟花爆竹产品通用安全质量要求



消费类别 个人燃放类 产品名称
组合烟花

（**发****）

产品类别 组合烟花类 产品级别 C级

总 药 量 ****g
单发（个）药

量
**g

警 示 语 按照相关标准规范填写。

燃放说明 按照相关标准规范填写。

生产日期 20**年**月**日 保 质 期 3年

生产厂家
**烟花爆竹**公司

（厂）
联系电话 ****-********

地    址 **省**市**县**镇**村

烟花爆竹销售包装标志内容示例

二、烟花爆竹产品通用安全质量要求



（二）包装

1、产品应有销售包装（含内包装）和运输包装；应同时符合销售包装盒运输包装要求。
2、运输包装应该符合GB 12463的要求；容器体积符合品种规格的设计要求，每件毛重不超
过30kg；水路、铁路运输和空运产品的运输包装应分别符合GB 19270、GB 19359、GB 19433
的技术要求。
3、销售包装（含内包装）材料应采用防潮性好的塑料、纸张等封闭包装，产品排列整齐、
不松动。内包装材质不应与烟火药发生化学反应。
4、专业燃放类产品包装（包括运输包装和销售包装）应使用单一色彩（瓦楞纸原色、灰色、
草黄）的包装，不应使用其他彩色包装；个人燃放类产品包装可使用对比度鲜明的彩色包装。
5、摩擦型产品包装应采取隔栅或填充物等方式。

二、烟花爆竹产品通用安全质量要求



    （三）外观

1、产品应保证完整、清洁，文字图案清晰；

2、产品表面无浮药、无霉变、无污染，外型无明显
变形、无损坏、无漏药；

3、筒标纸粘贴吻合平整，无遮盖、无露头露脚、无
包头包脚、无露白现象；

4、筒体应粘合牢固，不开裂、不散筒。

二、烟花爆竹产品通用安全质量要求



    （四）部件
1、底座、底塞和吊线。
2、引燃装置。
（1）引火线、引线接驳器、电点火头应符合相应的质量标

准要求。
（2）点火引火线应为绿色安全引线，点火部位应有明显标

识。
（3）点火引火线的引燃时间应保证燃放人员安全离开，且

在规定时间内引燃主体。D级：2s～5s；C级：3s～8s；A级、B级：
6s～12s。C级、D级产品设计无引燃时间的产品可不计引燃时间，
专业燃放类产品采用电点火引燃的不规定引燃时间。

二、烟花爆竹产品通用安全质量要求



（4）快速引火线、电点火头和引线接驳器应慎重使用。并
遵循下列要求：

a. 产品不应预先连接电点火头（舞台用焰火采取固定防摩擦
且有短路措施的除外）；

b. 个人燃放类产品不应使用电点火头；
c. 使用快速引火线和引线接驳器（仅限定在特殊的组合烟花）

时，快速引火线与安全引火线及引线接驳器之间应安装牢固，可承
受1kg的作用力而不脱落或损坏，快速引火线和引线接驳器均应有
防火措施；

d. 快速引火线只能作为连接引火线，颜色应为银色、红色或
黄色。

    （四）部件

二、烟花爆竹产品通用安全质量要求



    （四）部件
3、手持部位长度：C级≥100mm，D级≥ 80mm；

A级、B级产品不应设计为手持燃放。
4、其它部件应符合有关标准要求，安装牢固，不

脱落。
5、个人燃放产品不应含漂浮物和雷弹。

二、烟花爆竹产品通用安全质量要求



    （五）结构和材质

1、产品的结构和材质应符合安全要求，保证产品及产品燃
放时安全可靠；

2、个人燃放类组合烟花不应两盆以上（含两盆）联接。
3、个人燃放类组合烟花筒体高度与底面最小水平尺寸或直

径的比值应≤1.5，且筒体高度应≤300mm ；
4、产品运动部件、爆炸部件及相关附件一般采用纸质材料，

不应采用金属等硬质材料 。
5、带炸效果件和单个爆竹产品内径＞5mm的，如需使用固

引剂，应能确保固引剂燃放后散开，固引剂碎片中不应含有直径＞
5mm的块状物。

二、烟花爆竹产品通用安全质量要求



    （六）药种、药量和安全性能
1、药种
（1）产品不应使用氯酸盐（烟雾型、摩擦型的过火药、结鞭爆竹

中纸引和擦火药头除外，所用氯酸盐仅限氯酸钾，结鞭爆竹中纸引仅限
氯酸钾和炭粉配方），微量杂质检出限量为0.1%。

（2）产品不应使用双（多）基火药，不应直接使用退役单基火药。
使用退役单基火药时，安定剂含量≥1.2%。

（3）产品不应使用砷化合物、汞化合物、没食子酸、苦味酸、六
氯代苯、镁粉、锆粉、磷（摩擦型除外）等，爆竹类、喷花类、旋转类、
吐珠类、玩具类产品及个人燃放类组合烟花不应使用铅化合物，检出限
量为0.1%。

（4）喷花类、旋转类、玩具类产品除可含每单个药量＜0.13g的
响珠和炸子外，不应使用爆炸药和带炸效果件；架子烟花产品仅限燃
烧型烟火药，不应使用爆炸药和带炸效果件。

二、烟花爆竹产品通用安全质量要求



    （六）药种、药量和安全性能

2、药量

单个产品不应超过最大装药量（见表2和表3，不包
括引火线和填充物）。实际药量与标称药量的允许误差：
药量≤2g，误差±20%；2g＜药量≤25g，误差±10%；药
量＞25g，误差±5%。

     个人燃放类、专业燃放类产品最大允许药量如下表。

二、烟花爆竹产品通用安全质量要求



序号 产品大类 产品小类
                                        最大允许药量（g）

C级 D级

1 爆竹类
黑药炮                                  1.0/个 —白药炮  0.2/个

2 喷花类
地面（水上）喷花 200 10

手持（插入）式喷花 75 10

3 旋转类 有固定轴旋转烟花 30 —
无固定轴旋转烟花 15 1

4 升空类
火箭 10 —
双响 9

旋转升空烟花                                   5/发 —
5 吐珠类 药粒型吐珠     20（2/珠） —

6 玩具类
玩具造型                                    15 3

线香                                    25 5

7 组合烟花
类

同类组合和不同类组合，其中：
小礼花单筒内径≤30mm；
圆柱型喷花内径≤52mm；
圆锥型喷花内径≤86mm；
吐珠单筒内径≤20mm。

小礼花：25g/筒；
喷花：200g/筒；
吐珠：20g/筒；

总药量：1200g。
（开包药：黑火药10g，硝酸盐加金属粉
4g，高氯酸盐加金属粉2g）

     50g
（仅限喷
花组合）

注1. 图中符号“—”代表无此级别产品。

表3 个人燃放类产品最大允许药量

二、烟花爆竹产品通用安全质量要求



序号 产品大类 产品小类 最大允许药量
A级 B级 C级 D级

1 喷花类 地面（水上）喷花 1 000g 500g — —

2 旋转类
有固定轴旋转烟花 150g/发 60g/发

— —
无固定轴旋转烟花 — 30g

3 升空类
火箭 180g 30g

— —
旋转升空烟花 30g/发 20g/发

4 吐珠类 吐珠 400g（20g/珠） 80g（4g/珠） — —

5 礼花类

小礼花 — 70g/发 — —

礼花
弹

药粒型（花束）
（外径≤125mm）

— — —圆柱型和球型
（外径≤

其中雷弹外径≤）

爆炸药
总药量

6 架子烟花 架子烟花 —
瀑布/发

字幕和图案
30g/发

瀑布50g/发
字幕和图案

20g/发
—

7 组合
烟花类 同类组合和不同类组合

药柱型、圆柱
型内径≤76mm

100g/筒 总药量
8 000g

内径≤51mm
50g/筒
总药量
3 000g

— —球型内径
≤102mm
320g/筒

1.图中符号“—”表示无此级别产品。
2.舞台上用各类产品均为专业燃放类产品。
3.含烟雾效果件产品均为专业燃放类产品。

表4 专业燃放类产品最大允许药量

二、烟花爆竹产品通用安全质量要求



    （六）药种、药量和安全性能
    3、安全性能
    产品安全性能检测包括跌落试验、热安定性、低温试验及烟火药安全
性能检测。
    烟火药安全性能检测包括摩擦感度、撞击感度、火焰感度、静电感度、
着火温度、爆发点、相容性、吸湿性、水份、PH值。

4、燃放性能
（1）喷花类的喷射高度应符合以下规定：
     D级≤1m ；C级≤8m ；B级≤15m；
（2）发射升空产品的发射偏斜角应≤22.5°；
     造型组合烟花和旋转升空烟花的发射偏斜角应≤45°（仅限专业

燃放类）。
（3）声级值：A级≤120dB，B、C、D级≤110dB；
（4）各类升空产品效果出现的最低高度如下表：

二、烟花爆竹产品通用安全质量要求



产品类别 典型产品 产品型号或级别 最低高度值（m）

礼花类

小礼花 B级 35

礼花弹

3号 50
4号 60
5号 80
6号 100
7号 110
8号 130
10号 140
12号 160

组合烟花类

C级 15
B级 35
A级 45（3号）/60（4号）

升空类
旋转升空 3
其他 5

注：不包括花束和水上效果的产品。

 表5 各类升空产品效果出现的最低高度值

二、烟花爆竹产品通用安全质量要求



（8）产品燃放不应出现倒筒、烧筒、散筒、低炸现象，
且燃放后筒体不应继续燃烧超过30s；其他缺陷应符合GB/T 
10632的要求。

（9）旋转类产品的允许飞离地面高度应≤0.5m，旋转直
径范围应≤2m。

（10）线香型产品不应爆燃，燃放高度1m±0.1m时不应有
火星落地。

（11）烟雾效果不应出现明火；玩具造型产品行走距离应
≤2m。

二、烟花爆竹产品通用安全质量要求





1、人员问题

当前，由于大部分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管理者和职工都未接受正规的企业管理教育，
对质量管理的作用认识不清，把质量记录当做绩效考核的工具，而不是企业管理
的一部分。烟花爆竹企业的管理者往往更注重产量、利润等一些用数字表达的东
西，因为这些更能代表自身成绩，从而忽略质量指标。企业管理者在企业管理中
缺乏领导作用、全员参与和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意识，与生产工人之间缺乏沟通交
流，烟花爆竹企业管理者对质量管理的态度影响到职工对质量管理的理解程度和
重视程度，不能使质量管理发挥应有的作用。导致生产出来的产品不符合国家标
准要求。比如：在国家、省、市监督抽查中，仍有很多不按国家标准生产和假冒
伪劣产品等现象，这些企业扰乱了市场秩序，挤占了守法企业的市场空间，不仅
造成公众安全隐患，还阻碍了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

三、烟花爆竹企业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



2、意识问题

部分企业没有质量意识。“没有思想的产品是不值钱的产品”，这是流行
于现代质量管理中的一个新概念。缺乏质量意识的管理者和员工不会将感
情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只是机械性地重复工作，生产出的产品没有创新思
想。比如现在大部分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千遍一律，没有进
行改进、创新。

三、烟花爆竹企业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



3、制度问题

烟花爆竹企业在质量管理的过程中，只注重表面的东西而忽略具体内容，
日常生产管理中，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些荣誉证书，提升企业的社会影响，
这其中也不乏一些虚假的质量记录和流程设置。这种行为不仅让质量认证
体系失去了应有的效力，也使企业自身身处一种漩涡，不利于企业长期高
效发展。

三、烟花爆竹企业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



4、考核问题

大部分企业不能对质量管理的全部过程形成考核，只注重最终产品的效果，
而忽略了原材料、中间产品的控制，对管理过程中的质量失误没能形成严
格的考核体系。比如：国家、省抽查通报的不合格项目中，每年都是引火
线时间、产品标识不规范和药量超标等项目，甚至有个别企业连续两年抽
查产品都存在同一不合格项目，这些都是企业质量管理没有严格的考核体
系造成的。

三、烟花爆竹企业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



5、产品质量问题

序号 检验项目 缺陷名称

1 标志
无厂名、无厂址、无产品名称、无燃放说明、无警示语

除厂名、厂址、产品名称、燃放说明、警示语外标志内容不齐，标志内容错
误，字体、颜色错误

2 包装 内、外包装不符合要求

3 外观

重霉变、主体严重变形，开裂

主体轻度变形，表面有浮药

污染，轻霉变，包头包脚，露头露脚，露白（线香类、礼花弹类、爆竹类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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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产品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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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产品质量问题



五、烟花爆竹产品安全质量存在的问题

序号 检验项目 缺陷名称

4 部件

引燃时间t小于标准规定的最小值

点火引火线安装不牢固

引燃时间t大于标准规定的最大值，快速引火线、电点火头和引火线接
驳器使用不符合标准要求

点火引火线不是绿色安全引，无护引装置，点火部位不明显

未安装底座或安装不牢，平稳性试验不合格

地塞不牢固

吊线强度不符合要求，定向器安装不牢

手持部分长度不符合标准要求

含有不应有的漂浮物与雷弹



五、烟花爆竹产品安全质量存在的问题

序号 检验项
目 缺陷名称

5 结构与
材质

结构与材质不符合要求

固引剂使用不符合标准要求

6 药种、
药量

使用违禁药物，超药量

实测药量平均值超出标示值允许误差范围3倍以上

实测药量平均值超出标示值允许误差范围1倍~3倍

爆炸药、到炸效果使用不符合标准要求

7 安全性
能

热安定性试验、跌落试验不合格，低温试验不合格

药物吸湿性、水分、ph值超标



五、烟花爆竹产品安全质量存在的问题

序号 检验项目 缺陷名称

8 燃放性能

不符合设计要求、声级超过规定值

色火、炙热物与燃放点横向距离超过规定值

抛射物与燃放点横向距离超过规定值，且5g<单块质量≤20g
（15g<纸质≤50g）

抛射物与燃放点横向距离超过规定值，且单块质量＞20g（纸
质＞50g）

专业燃放类产品火焰（炙热物）熄灭高度不符合标识要求

未烧成

9 计数误差 超出标准规定误差范围

注1：t表示实测引燃时间。     注2：产品无其他缺陷时，单筒壁厚不作判定，



五、烟花爆竹产品安全质量存在的问题

序号 产品类
别 小类 缺陷名称

1 爆竹类 黑药炮      白药炮
火焰、燃烧物超过标准规定范围

烧成率不合格

2 喷花类
地面（水上）喷花   
手持喷花   插入式

喷花   

炸筒、散筒、穿孔
倒筒、冲底

喷射高度大于规定要求、烧筒

未烧成、断火

3 旋转类 有轴旋转烟花    
无轴旋转烟花

炸筒、散筒

  飞离地面高度大于规定要求         行走距离
大于规定要求、烧筒 

未烧成、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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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类
别 小类 缺陷名称

4 升空类 火箭  双响 
旋转升空烟花

底炸、急炸

发射高度、发射偏斜角不合格

未烧成、断火

5 吐珠类
炸筒、散筒、冲底

烧成率不合格
发射距离或高度不符合要求

6 玩具类

玩具造型
炸筒、散筒、冲底

行走距离大于2m、烧筒
未烧成、断火

线香型
爆燃、火星落地
未烧成、断火

烟雾型
炸筒，出现明火、烧筒

未烧成、断火

摩擦型
火花飞溅距离不符合要求

未烧成



五、烟花爆竹产品安全质量存在的问题

序号 产品类
别 小类 缺陷名称

7 礼花类

小礼花

炸筒、底炸、急炸、倒筒、散筒、冲底

发射高度与发射偏斜角不合格、烧筒

未烧成、断火

礼花弹
炸筒、底炸、急炸、哑弹、殉爆

发射高度不合格、未烧成、断火

8 架子烟花类
炸筒、散筒、冲底、烧筒

燃烧不均与、未达到设计效果时间、断火

9 组合烟
花类

同类组合   
不同类组合

炸筒、低炸、急炸、倒筒、散筒、冲底、点火引火线断火

发射高度、发射偏斜角不合格、烧筒

连接引线、效果件断火、未烧成



五、烟花爆竹产品安全质量存在的问题

         一是引火线时间过长和过短，在爆竹类产品中尤显突出和
普遍；二是产品标识不规范，非主产区产品表现尤为突出，甚至
区域性存在冒用厂名厂址品牌的不规范现象；三是个别产品还存
在药量超标、使用违禁药物、感度超标、燃放性能存在致命缺陷
等严重质量问题。烟花爆竹产品标识和引火线时间不达标具有较
强的共性性质，主产区由于监管力度明显强于其它地区，情况相
对要好一些，但同样有表现。烟花爆竹存在上述问题最根本的原
因是中小型企业数量在行业中比重大，它们的质量表现不稳定，
以主产区浏阳为例，700多家生产企业中规模企业约仅占三分之
一，中小型企业约占三分之二。



五、烟花爆竹产品安全质量存在的问题

    非主产区中小型企业比重更大，有的县市甚至全部烟花企业均
为小规模企业，由于管理能力、资金、技术力量等实力的限制，
这些中小型企业往往需采取减质减价手段参与低端市场竞争，难
以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组织生产，产品虽有一定使用价值，但按照
较为严格的国家标准来检验往往不能保证全部项目达标，解决烟
花爆竹共性问题在技术上不存在困难，但在广大企业中已形成法
不责众的不良心态，其成因决定仅靠市场竞争机制调节是难以实
现根本好转，如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将足以形成影响我市烟
花爆竹产业发展的短板效应，在烟花产业新一轮洗牌格局中拖累
产业发展。必须引起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并采取强有力措施加以
整顿，以保证烟花爆竹的整体合格率大幅提升。



五、烟花爆竹产品安全质量存在的问题

    烟花爆竹存在上述的质量问题，在生产中生产企业更应该严
抓质量管理，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尤其是对于这种关系到消费
者的生命财产安全的消费品，生产商更应该严抓质量管理，切
实提高商品的质量，用数据说话，真正做到“零缺陷”，从而
消除一切因质量问题而造成的安全隐患，维护好客户的切身利
益。





四、如何加强烟花爆竹产品安全质量管理

         目前我国烟花爆竹质量管理在原材料的采购、产品的
生产以及成品检查等各个环节中都存在着很多问题，导致
产品质量不过关，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问题。现状仍然有
很多生产商，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根本不重视质量管理。
为了节约所谓的成本，采购劣质的原材料，甚至偷工减料，
违法生产假冒伪劣烟花爆竹。对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构
成了极大的威胁。同时政府的监管不力也给那些不法厂商
以可乘之机。这些都是目前我国烟花爆竹的质量管理所面
临的质量问题。针对上述烟花爆竹质量管理的现状以及存
在的质量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强化质量意识

企业要从根本上改变产品质量意识，明确自己的主体责任，加强自律。企
业要严格管理，确保安全，加强产品质量出厂把关能力建设，其中重点企
业应率先建立出厂检验机构，没有检验能力的委托专业检验机构，严格把
控产品质量，不合格的产品绝对不能流入市场，以此增加消费者、监管部
门对烟花爆竹的信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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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全和完善质量控制制度

首先，生产企业要健全和完善质量控制制度，加强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
控制。其次，监管部门对质量控制体系标准要有所提高，应要求生产企业
出口产品批次合格率97%以上，内销产品年抽检合格。在市场和质量监管
部门日常检查中，发现存在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行为较为严重且造成不良影
响的，要一律定格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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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化从业人员的产品质量意识培训 

烟花爆竹的生产企业要强化从业人员的产品质量意识，加强从业人员的法
制意识和安全意识，而且为了落实这一思想，企业管理者可以把从业人员
参加培训并通过考核作为本人任职和本单位取得许可证的必备要素，这样
一来就提高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竞争性，让他们自觉地树立起产品质量
意识，而且还不断在竞争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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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强化质量过程控制 

（1）产品的设计和开发环节是关键环节，在产品的设计开发过程中，一
定要首先考虑到安全因素，在充分考虑安全因素的基础上再对产品进行美
观性等方面的设计，满足消费者其他方面的需求。

（2）重视采购环节，确保采购的原材料都是合格品，且原材料能够及时
的交付，对于生产商来说是相当关键的。选择可靠的原材料供应商，必要
时可以向供应商提供一定的质量改进培训。建立数据库，适时记录每次采
购原材料的时间、责任人以及原材料供应商。责任到人，避免在原材料采
购环节出现任何差错。这样严格控制原材料的采购，看似会增加成本，但
实际上会提高产品的合格率，降低产品的返修率，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会
更多的降低成本，同时也为保证产品的安全性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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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强化质量过程控制 

（3）严格控制制造环节，制造环节是整个生产过程的核心环节，主要任
务是生产出合格的产品。生产环节一定要做到零缺陷，因为如果生产出来
的产品出现了差错，就要通过检测和纠正来对产品进行重新加工或将产品
报废，并清除产生问题的原因，而这些都会花费大量的成本，从而使生产
效率降低。更重要的是，如果有问题的产品没有检测出来，一旦进入消费
者手中，将会对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很大的威胁。

（4）通过成品检验环节获得生产系统信息，发现并消除系统中可能存在
的问题，避免不合格产品进入市场和消费者手中。成品检验环节也要责任
到人，记录检验时间以及负责检验的人员，保证没有一个不合格的产品进
入市场和消费者手中，从而消除一切可能因产品质量问题而对消费者造成
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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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落实质量管理责任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首先是抓好原材料的控制，把好源头关。原材料是产品的源头，它的好坏
直接影响最终产品的质量和人身安全。要加强原材料进场过程中的各项检验，以及原材料的
运输、标识、存储、发放等各项工作，要求质量检验人员具备更好的专业素质。其次是抓好
中间产品的控制，把好过程关。重点是做好生产工序的质量建设，建立良好的质量控制制度，
因为中间产品的质量缺陷一旦形成，整改会非常困难，并且整改效果往往很不理想，这就要
求各生产工序明白自身的自检内容，强化中间产品的质量检验。再次是抓好最终产品的控制，
把好出口关。产品出厂前，必须进行出厂检验。最后是严格落实质量责任制度。奖惩分明和
质量责任制是企业质量管理的一项重要法律，是企业的管理者分配责任、追究责任的主要依
据。只有落实责任、奖惩分明，才能进一步强化职工质量意识，使质量管理工作得到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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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政府加强对烟花爆竹生产的监督管理工作 

因为烟花爆竹的生产有五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群众
的生命安全，国家对任一环节都不能放松和懈怠，要从监督管理工作着手
来处理问题，配置有责任心和文化素养高的工作人员，对机构建设要进行
重组，使得监管有利进行，而且各大部门做到信心畅通和有法可依，有法
必依，如果一个机构没有完善的机构和精明的人员，那么也就无从谈实施
监督管理。 

四、如何加强烟花爆竹企业质量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