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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简报

2019年浙江市场监管将有大动作
1月 15日，记者从我省市场监管局成

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省工作会议上获悉，

2019年我省市场监管部门将扛起新使命，

干好新开局，聚力高质量、竞争力、现代

化，围绕促改革、稳企业、增动能、保平

安等四个方面，有效发挥职能优势，全力

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着力促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

2019年，我省市场监管部门将进一步

确保打赢“企业开办”对标争先攻坚战。

按照“最多跑一次”“不跑是常态、跑一

次是底线、跑多次是例外”新要求，深化

涉企证照工商通办，常态化企业开办时间

压缩到平均 3个工作日以内。及时启动并

推进已经签署的长三角市场体系一体化框

架协议。完善企业简易注销制度，全面推

开吊销未注销企业强制注销试点。持续压

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目录，省发产品除

危化品外实施“先证后核”。检验检测机构

审批时限压缩四分之一，部分食品销售项

目许可时限缩至 12天以内。针对低风险食

品类别，探索推行“先证后查”“自主声

明”“告知承诺”。优化省级药品、医疗器

械、化妆品许可备案，推进仿制药质量和

疗效一致性评价、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

度试点。其次，确保打赢市场监管数字化

转型攻坚战。全面打通市场监管系统“信

息孤岛”，数据资源 100%共享，实现“一

网通办”“一照一码走天下”。构建“一掌

五指”数字作业模式，深化全程电子化登

记平台建设，构建市场监管数据资源中心、

指挥调度中心，健全数字监管安全体系、

标准体系和运维体系。加快行政执法监管

平台建设，构建药品、食品、特种设备等

重点行业重点物品数字化监管体系。完善

电子商务标准体系建设。强化大数据监管，

加大数据驱动、风险监测分析预警等数据

应用。再次，积极稳妥地推动技术机构改

革发展。检验检测机构改革要在强化公益

性职能的同时，积极有序推进市场化取向

改革。

———着力稳企业，进一步营造公平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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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市场环境

在全力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

全面落实已出台的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 20项举措，加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情

况的分析研判，帮助解决民营经济发展难

题。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优势，大力开

展“扫黑除恶攻坚年”活动。大力加强个

体工商户和商品市场非公党建工作，广泛

开展“三亮”活动，巩固和提升网商等新

业态的党建工作。在强化公平竞争审查与

反垄断执法方面，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

制度，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实情况督

查，强化跟踪评估及结果应用。加大查处

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力度，

规范涉及民生公用和政府管理领域行政性

垄断行为。实施重点企业反垄断辅导机制，

辅导民营企业 500家以上。在深入整治违

法违规价费行为与不正当竞争行为方面，

加强涉企收费检查，构建源头防范机制，

减轻企业负担。突出节假日等重点时间节

点与重点消费领域，强化市场价格监管。

严厉打击混淆仿冒、虚假宣传、商业贿赂、

侵犯商业秘密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加大直

销企业监管和传销查处力度。在加大网络

市场监管力度方面，认真贯彻实施《电子

商务法》，督促平台落实责任，深化网络交

易定向监测。打造统一的网络交易监管平

台，建设网络交易主体和网络交易行为大

数据系统，加快全国互联网广告监测中心

建设。在完善信用监管机制方面，推进市

场监管部门和跨部门“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制度化、规范化，抽查覆盖企业比例

不低于 5%。制定包容审慎监管指导意见。

统筹建立市场监管领域“黑名单”，建立信

用修复和强制退出机制，推进信用风险分

类管理。

———着力增动能，进一步提升产品与

服务质量

在促进浙江制造品质提升方面，会议

提出将健全“品字标”梯队，拓展“品字

标浙江服务”“品字标浙江农产”系列，

新增“品字标”企业 300家以上。强化培

育引导，力争“中国质量奖”实现零的突

破。提升农产品品牌品质，培育农产品企

业品牌 100个以上、区域品牌 50个以上。

开展“万企质量素质提升、千企先进管理

孵化、百会行业质量共治”活动，广泛组

织企业质量比对。在发挥标准领航效应方

面，将加快产业先进标准提档，制定“品

字标浙江制造”标准 500项以上，推动制

定数字经济领域标准 30项以上，发布《企

业数字化转型标准化指南》地方标准。推

进区域标准一体化，建立长三角区域标准

合作机制和路径，积极争取并联合发布环

境保护、公共服务、城市管理等领域地方

标准，发布区域标准 3项以上。制定乡村

振兴领域省级地方标准 30项以上、基本公

共服务标准 20项以上。在强化质量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加快推进国家检验检测高技

术服务业集聚区（浙江）建设，新建国家

质检中心 2家以上。同时，将加快国家大

宗商品储运产业计量测试中心筹建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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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推动建

立长三角高端计量标准、计量监管共建协

作平台。

———着力保平安，进一步筑牢发展安

全底线

首先，强化药品安全监管。对疫苗、

血液制品等高风险生产企业、四级监管医

疗器械生产企业、在产化妆品生产企业进

行全覆盖飞行检查。开展互联网制售假药、

中药饮片、无菌和植入医疗器械、婴幼儿

和眼部用化妆品生产等专项整治。完善药

品不良反应、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工作

机制，建立企业直报制度。其次，强化食

品安全监管。切实发挥食安办统筹协调作

用，制定实施食品安全战略，深化食品安

全市县创建，高水平完成国创任务。建设

放心消费示范餐饮 2200家以上、“阳光厨

房”2500家以上，评价验收农批规范化市

场 20家以上。全面推行食品生产企业落实

主体责任公开报告制度，启动新一轮婴幼

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体系检查。优化食品

安全抽检体系，健全评价抽检机制，进一

步增强监督抽查靶向性。探索建立食品安

全溯源体系，提升源头治理能力。认真配

合相关部门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再次，强

化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全面落实重大风险

隐患排查日志制、严重事故隐患报告制和

安全责任事故举一反三制等制度，强化特

种设备安全专项监察执法，保持特种设备

万台死亡率较低水平。加快电梯“保险 +

服务”等维保模式应用，覆盖电梯数量 5

万台以上。与此同时，强化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完善产品质量分类监管、跟踪监测

和风险研判机制，建立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强制报告制度和重大质量事故调查制度。

加强危化品等高风险工业品安全风险排查

整治，组织 6个以上块状产业产品质量安

全风险预警监督抽查，加大儿童和学生用

品质量安全监管力度。

聚焦企业与百姓期望要求，全省市场

监管部门将全力组织开展以下五项行动：

———放心消费升级行动

认真办好省政府民生实事，新培育发

展放心消费示范单位 2万家以上，无理由

退货承诺单位 1万家以上，打造名特优作

坊及亮化达标小微食品企业 1000家以上，

建设城乡放心农贸市场 300家以上，设立

送药上山进岛便民点 300个以上。持续开

展放心消费“三度一率”指数评估工作，

完善放心消费标准化评估体系。加强放心

消费制度建设，启动 12315等投诉咨询热

线和平台整合工作，全面推行消费投诉公

示，开展消费比对、消费体验、示范承诺

“回头看”，强化消费者评价和社会公众综

合评价。完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加大新

能源汽车、儿童用品等产品缺陷调查力度，

建立长三角区域性缺陷产品召回协作机制。

强化商贸市场、加油站、“民用三表”、物

流快递等行业计量监管，全面实施定量包

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自我声明制

度。

———知识产权生态优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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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实施知识产权强省战略，每万人

发明专利拥有量力争达到 25件，PCT国际

专利申请量 1800件以上，有效注册商标总

量突破 200万件，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年

申请量 400件以上。加快构建知识产权一

站式综合服务，推动品牌机构建设，支持

温州争创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实

验区。推进杭州、宁波国家知识产权运营

试点城市建设，加快中国（浙江）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建设。建立领军企业知识产权

保护直通车，强化知识产权贯标，商业秘

密保护“十区百县千企”工程覆盖面达

50%以上。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进一步强化电商领域知识产权执法。

———市场主体增效行动

牵头实施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深

入开展民企对接现代金融、现代技术和人

力资源“百千万”活动，新增小微企业 15

万家以上；“个转企”1万家以上，其中新

转公司制企业占比 80%以上。深化小微企

业“云平台”建设，健全以信用宝为核心

的银商合作机制，进一步加大小微企业融

资帮扶力度。在优势产业领域开展企业标

准先进性评价，发布企业标准“领跑者”

30家以上。增强商品市场产业链整合与平

台化服务能力，加快推进 20家重点市场转

型提升。制定全省企业信用管理指南和标

准，公布一批“信用管理示范企业”和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综合执法亮剑行动

认真落实市场监管总局部署，深入开

展以打击假冒伪劣为重点的综合执法行动，

全力整治“保健”市场乱象与农村假冒伪

劣食品。加大农村市场执法力度，重点整

治农村地区、城乡接合部劣质商品、仿冒

名牌等问题，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加

大食品安全执法力度，全力抓好保健食品、

山寨食品、婴幼儿食品、校园食品、小餐

饮、网络配餐等重点领域治理。加大网络

监管执法力度，严厉查处侵权仿冒、价格

欺诈、虚假宣传、假海淘等行为。加大认

证领域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虚假认证、买

证卖证等行为。大力开展食品、药品、医

疗等重点领域广告监测与治理，全力整治

房地产、汽车买卖、物业管理等行业合同

格式条款。

———技术服务双创行动

全面对接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

打造省级“一站式”技术服务综合体 30家

以上。深化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开放共享，

每年常态开放实验室 100家以上，组建专

家服务团队 100个以上，开展质量提升活

动 500 个以上，服务企业 5 万批次以上，

为企业减负 1亿元以上。强化计量精准帮

扶，服务企业 2000家以上，帮助解决计量

技术难题 200个以上，完成能源计量示范

工程 15 个以上。推行统一的绿色产品标

准、认证、标识整合改革，建立绿色产品

认证采信和推广应用机制，加快公共机构

绿色数据中心服务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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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全面实施定量包装商品生产

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自我声明

2019年 1月 3日上午，浙江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召开全面实施“定量包装商品生

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自我声明制度”新闻

发布会。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统一部

署，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决定在 2019年 1月

3日起，在我省全面实施定量包装商品生产

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自我声明制度。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吴一新总工及

相关职能处室负责人、浙江省计量科学研

究院、浙江省食品工业协会、保健品化妆

品行业协会、日用化工行业协会等单位的

代表和新华社、人民网、中新社、中国质

量报、凤凰网、浙江日报、浙江之声、浙

江经视等新闻媒体记者参加了此次新闻发

布会。

2001年，我国借鉴欧洲在定量包装商

品上实行“e”标志的经验，决定在我国推

行定量包装商品“C”标志（“China”第一

个字母）制度。所谓“C”标志是指定量包

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合格标志,商

品贴上“C”标志,即表明其产品净含量是

有保证的,消费者可据此放心购买到足量的

商品。

此项制度的改革主要是将现行的“企

业自愿申请 +政府核查发证 +市场监督”

的管理模式改为“企业自我声明 +政府后

续监管 +市场监督”的管理模式，以强化

企业主体责任，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强化

市场投诉监督，推进诚信计量建设，充分

激发市场活力，更好地维护消费者权益和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主要建立四项制度：

一是自我声明（评价）制度。自愿参加计

量保证能力评价的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

按照《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

力评价规范》的要求进行自我评价，并在

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政务网上进行自我声明，

企业即可在生产的定量包装商品上使用

“C”标志。二是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市场

监管部门将通过全面实施定量包装商品净

含量计量监督“双随机、一公开”制度、

完善投诉举报机制等有效措施，及时纠正

和查处不实自我声明和违规使用“C”标志

行为。三是建立市场监督投诉制度。市场

监管部门将进一步注重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建立起消费者参与、社会监督的计量监督

网络，努力构建企业主责、行业自律、社

会监督、政府管理的社会共治机制。四是

建立健全惩戒激励制度。市场监管部门将

落实失信惩戒措施，对未按规定要求进行

自我声明而使用“C”标志，或者按照规定

使用“C”标志后不能履行承诺、存在计量

违法违规行为的，将责令其停止使用“C”

标志。同时，落实守信激励措施，及时公

布守信企业信息，优先为守信企业提供公

共服务便利，使守信企业在市场中获得更

多机会和实惠。

本次改革主要释放了三大红利：一是

由事前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企业在

使用 C标志前不再由市场监管部门对其计

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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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保证能力进行核查，减少了市场准入环

节，提高了“C”标志使用便捷性；二是

“C”标志使用的定量包装商品范围由原来

的 13种扩展到全部定量包装商品（量限范

围内）；三是面对我省近万家定量包装商品

生产企业，预计“C”标志的应用将大幅增

加，将有利于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

保证能力的提高，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的

合格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升，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保障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实施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

能力自我声明制度，是转变政府职能、激

发市场活力、改革商品量计量监管工作的

重要举措。下一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将

加强对此次改革的宣传，提高社会各界对

使用“C”标志重要意义的认识，提高企业

对加强计量自律管理的认识，积极引导社

会各界参与计量监督，以促进市场诚信体

系建设，切实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我省“品字标”品牌“A 标”修

订版正式发布

日前，DB33/T 944.1-2018《“品字标”

品牌管理与评价规范第 1部分：管理要求》

省级地方标准正式获批发布。该标准是在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导下，由浙江省

标准化研究院、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携

手起草完成。

该标准对原品牌范围和认定方式进行

了拓展和优化：一是扩展了品牌适用范围。

将“品字标”品牌范围由制造业扩展到服

务业、农业、建筑工程、生态等领域。二

是丰富了品牌认定方式。在“第三方认证”

评价模式基础上，引入信用手段，实施

“自我声明 +承诺”“自我声明 +保险”两

种品牌评价新模式。三是强化了“品字标”

使用等要求。对“品字标”品牌标识图案

进行了规范，明确 logo以“品”字为核心

图 案 ， 并 结 合 代 表 高 品 质 的 英 文

“DEFINED QUALITY”。标准对于“品字

标”企业贴标用标，以及“品字标”品牌

监督保护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具体标准内容可登陆浙江省地方标准网

（http://db33.sinostd.com/DynamicNewDetail.

aspx?newID=32327&cate=266）下载。

浙江省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水效标

识产品监督检查

为贯彻落实水效标识制度，推动节水

技术进步，提高用水效率，促进我省节水

产品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日前，浙江省市

场监管局联合省发改委、省水利厅印发了

《关于贯彻落实 <水效标识管理办法 >的通

知》，并立足职能，组织开展了水效标识产

品监督检查。

我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结合“两节”

市场专项执法行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

注重上下联动，加强与发改、水利部门联

动，保证检查覆盖面。本次检查的对象为

列入 2018年 8月 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实行水效标识的产品目录（第一

批）》的坐便器的生产、销售单位。据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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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出动执法检查人

员 769人次，检查坐便器生产企业 93家，

占全省备案企业总数的 87.7%；检查建材

市场、卫浴卖场等销售单位 471家；检查

坐便器产品 985批次。

执法检查人员重点检查了生产企业是

否办理水效标识备案、是否在产品上规范

标注和使用水效标识、是否伪造或冒用水

效标识，检查销售单位是否销售未标注或

使用不符合规定的水效标识的产品、是否

执行水效标识产品进货检查验收制度等问

题。从检查结果看，大部分生产企业对实

施水效标识制度比较重视，能按照要求办

理水效标识产品备案、使用水效标识，在

多数销售单位中未发现销售未标注水效标

识的产品，但也发现少数生产企业未进行

全规格产品备案、少数销售单位仍有未标

水效标识的产品在售，对问题企业已依法

进行查处。通过此次监督检查，督促有关

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提高了社会公众对水

效标识的认知度，促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欧盟 Erp 指令 （一）：关于电子

显示器的能效要求

欧盟委员会于 10 月 9 日发布了

G/TBT/N/EU/609、 G/TBT/N/EU/610 号 通

报，拟调整电子显示器 （特别是电视机、

监视器和标牌显示器）的生态设计和能源

标签要求，通报法规草案计划自 2021年 4

月 1日起生效。

其中，第 G/TBT/N/EU/609号通报法规

草案规定了最低能源性能要求，特别是开

机、待机、网络待机和关机模式的最大功

率。法规草案还规定了与资源效率相关方

面的要求，包括加强关键部件提取的设计、

塑料部件标志以及存在汞或镉的标志。根

据生态设计指令 2009/125/EC，不符合这些

要求的电子显示器不允许在欧盟上市。

第 G/TBT/N/EU/610号通报法规草案要

求供应商在产品在欧盟上市之前将标签数

据、产品信息表和技术文档上传到产品注

册数据库。在修订电子显示器能源标签要

求过程中，为给客户提供有关电子显示器

能效的透明和客观信息，以便在充分知情

情况下做出购买选择，委员会将能源标签

显示类别从 A+++到 D，调整为从 A到 G。

此外，草案的范围扩大到能够再现视频内

容的其它显示器，如监视器和标牌显示器，

以解决不同类型显示器之间的功能融合。

海关总署网站查询数据显示，2018年

1-9月，我国共出口欧盟电子显示器产品

3882.3万个，货值 1.17亿美元，约占中国

出口欧盟总金额的 0.04% （注：2018 年

1-9月中国出口欧盟总金额约 3015.4亿美

元），具体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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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8年 1-9月中国出口欧盟各国情况

序号 商品 国家 第一数量 计量单位 美元

1 85312000装有液晶装置或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板 304德国 11690459 01个 71349900
2 85312000装有液晶装置或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板 302丹麦 34179 01个 443596
3 85312000装有液晶装置或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板 315奥地利 125614 01个 1105221
4 85312000装有液晶装置或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板 311葡萄牙 80269 01个 854013
5 85312000装有液晶装置或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板 307意大利 6033549 01个 9029869
6 85312000装有液晶装置或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板 335拉脱维亚 34952 01个 108782
7 85312000装有液晶装置或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板 330瑞典 662598 01个 3187116
8 85312000装有液晶装置或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板 318芬兰 159683 01个 2254721
9 85312000装有液晶装置或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板 351克罗地亚 40818 01个 270736
10 85312000装有液晶装置或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板 310希腊 391694 01个 721338
11 85312000装有液晶装置或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板 327波兰 6336876 01个 14453309
12 85312000装有液晶装置或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板 303英国 2047806 01个 10759882
13 85312000装有液晶装置或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板 312西班牙 3123683 01个 5318335
14 85312000装有液晶装置或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板 324马耳他 425 01个 244752
15 85312000装有液晶装置或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板 353斯洛伐克 615881 01个 19277504
16 85312000装有液晶装置或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板 305法国 3792112 01个 13931499
17 85312000装有液晶装置或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板 316保加利亚 959152 01个 3132527
18 85312000装有液晶装置或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板 350斯洛文

尼亚
140022 01个 735891

19 85312000装有液晶装置或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板 306爱尔兰 7259 01个 297118
20 85312000装有液晶装置或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板 328罗马尼亚 256885 01个 2538273
21 85312000装有液晶装置或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板 321匈牙利 2243364 01个 2998648
22 85312000装有液晶装置或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板 352捷克 388384 01个 2915811
23 85312000装有液晶装置或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板 301比利时 1852936 01个 5233096
24 85312000装有液晶装置或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板 108塞浦路斯 3030 01个 92715
25 85312000装有液晶装置或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板 309荷兰 750708 01个 6683036

合计 41772338 177937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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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电子显示器出口情况来看，

2017年的出口金额开始回升，而欧盟又是

我国重要的出口市场。一旦欧盟新指令发

布实施，很可能会对我国电子显示器产品

出口欧盟市场造成重大影响。建议相关企

业实时关注欧盟相关法规动态，了解最新

要求，如需获取法规草案全文，可联系

“标准化与市场准入”微信公众号获取。

欧盟 Erp 指令 （二）：关于家用

制冷电器的能效要求

欧盟委员会于 10 月 4 日发布了

G/TBT/N/EU/603、 G/TBT/N/EU/604 号 通

报，拟调整 10L-1500L的家用电冰箱、酒

储藏柜等电动制冷电器的生态设计和能源

标签要求。通报法规草案计划自 2021年 4

月 1日起生效，标签打印和产品信息表上

传至数据库的执行时间为 2020年 12月 1

日。其中，能效限值和等级划分调整如下：

（1）对制冷电器的能效限定值（EEI）

进行调整，并规定分两个阶段共三年实施，

具体实施要求和推进计划如下：

（2） 调整能效等级的划分，从当前 A+++到 G级，调整为 A到 G级。

表 1 制冷设备的最大能效指数 渊EEI冤 渊2021年 4月 1日起冤

类 别 能效限值

冷藏器具袁 葡萄酒储藏器具除外 125
葡萄酒储藏器具袁 透明门除外 155
带透明门的葡萄酒储藏器具 190

低噪音制冷设备袁 但有透明门和低噪音冷冻机的低噪音制冷设备除外 300
带有透明门的低噪音制冷设备袁 但带有透明门的低噪音冷冻机设备除外 360

表 2 制冷设备的最大能效指数 渊EEI冤 渊2024年 4月 1日起冤

类 别 能效限值

冷藏器具袁 葡萄酒储藏器具除外 100
葡萄酒储藏器具 140

带透明门的葡萄酒储藏器具 172
低噪音制冷设备袁 除低噪音冷冻机和带有透明门的低噪音制冷设备外 250
带有透明门的低噪音制冷设备袁 但带有透明门的低噪音冷冻机设备除外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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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 1-12月中国

冰箱出口数量为 4958 万台，同比增长

11.9%；2017年 1-12月中国冰箱出口金

额为 65.29亿美元，同比增长 15.8%。对

比近六年冰箱出口量额以及均价的增长情

况，可以发现冰箱出口量呈现稳步增长的

态势，海外经济复苏对冰箱出口有一定的

提振作用。从出口市场来看，欧洲是中国

冰箱出口最大的市场，出口量占了中国冰

箱出口总量的近四成，出口额也占了超过

32%的份额。据数据统计：2016年冰箱出

口欧洲 1219万台，同比增长 13%，出口

额为 11.9亿美元，同比增长 3.4%，出口

均价为 98美元 /台，低于行业出口均价。

欧盟新指令发布实施，很可能会对我

国家用制冷电器产品出口欧盟市场造成重

大影响。建议相关企业实时关注欧盟相关

法规动态，了解最新要求，如需获取法规

草案全文，可联系“标准化与市场准入”

微信公众号获取。

表 3 当前等级划分要求

能效等级 草案指令能效值 渊现行指令能效值冤
A+++ 能效值<22
A++ 22 臆 能效值 <33
A+ 33 臆 能效值 <42
A 42 臆 能效值 <55
B 55 臆 能效值 <75
C 75 臆 能效值 <95
D 95 臆 能效值 <110
E 110 臆 能效值 <125
F 125 臆 能效值 <150
G 能效值逸150

表 4 调整后等级划分要求

能效等级 草案指令能效值

A 能效值臆 41
B 41< 能效值 臆 51
C 51< 能效值 臆 64
D 64 < 能效值 臆 80
E 80 < 能效值 臆 100
F 100< 能效值 臆 125
G 能效值>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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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号 通报国 通报标题 通报日期

G/TBT/N/TP-

KM/340/Corr.1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化妆品通报管理法规草案 2018-12-17

G/TBT/N/TPKM/345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特殊用途化妆品许可证发放法规草案 2018-12-17

G/TBT/N/IDN/38/Ad

d.2
印度尼西亚

印尼塑料立式圆筒水箱 -聚乙烯（PE）强制性国家标

准
2018-12-17

G/TBT/N/IDN/77/Ad

d.3
印度尼西亚 印尼棕榈油强制国家标准 2018-12-17

G/TBT/N/IDN/15/Ad

d.3
印度尼西亚 印尼国家水泥强制标准 2018-12-17

G/TBT/N/IDN/30/Ad

d.2
印度尼西亚 印尼玻璃板强制性国家标准 2018-12-17

WTO/TBT通报 渊2019年 1月 16日要2019年 2月 15日冤

专题发布

2018年 12月 16日至 2019年 1月 15日WTO秘书处共发布了WTO各成员国 121项

TBT通报，其中芬兰 18项，巴西 13项，乌干达 12项，埃及、捷克、美国、中国、台澎金

马单独关税区各 8项，欧盟、坦桑尼亚各 6项，印度尼西亚 4项，加拿大、土耳其、沙特

阿拉伯、科威特各 3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巴林、卡塔尔、也门、俄罗斯、韩国、

日本、泰国各 2项，菲律宾、科威特、立陶宛、印度、各 1项。

渊一冤 2019年 1月WTO/TBT通报信息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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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US-

A/853/Add.1
美国 卷烟打火机安全标准;调整香烟打火机的海关完税价值 2018-12-17

G/TBT/N/US-

A/1380/Add.2
美国

可再生燃料标准计划：标准 2019和生物质柴油数量

2020听证会
2018-12-17

G/TBT/N/US-

A/1395/Add.3
美国 某些化学物质重要新用途规则；重开评议期 2018-12-17

G/TBT/N/USA/1433 美国 “生物产品”术语定义 2018-12-17

G/TBT/N/CAN/539/

Add.1
加拿大 食品药品法规修订案 2018-12-17

G/TBT/N/UGA/1007 乌干达 与食品接触的纸和纸板－水提取物中甲醛的测定 2018-12-17

G/TBT/N/UGA/1006 乌干达 食品包装用纸盘和杯子－规范，第 1版 2018-12-17

G/TBT/N/UGA/1008 乌干达
包装－柔性层压管－评估侧缝强度的试验方法，第 1

版
2018-12-17

G/TBT/N/UGA/1009 乌干达 干肉—规范，第 1版 2018-12-17

G/TBT/N/UGA/1010 乌干达 兔肉（胴体和切块）—规范，第 1版 2018-12-17

G/TBT/N/BRA/724/A

dd.1
巴西 成人自行车新轮胎技术法规 2018-12-17

G/TBT/N/TZA/226 坦桑尼亚 山羊胴体和切肉－规范 2018-12-17

G/TBT/N/TZA/227 坦桑尼亚 冷冻和冷藏鸵鸟肉 2018-12-17

G/TBT/N/TZA/228 坦桑尼亚 香肠 -规范 -第 2部分 -鸡肉香肠 2018-12-17

G/TBT/N/TZA/229 坦桑尼亚 羊肉和羊肉胴体及切肉－规范 2018-12-17

G/TBT/N/KWT/439/

Corr.1
科威特

拟批准日期：科威特商业和工业部批准版本公布之后

180天
2018-12-17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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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UGA/1011 乌干达 甜菊糖苷－规范 2018-12-19

G/TBT/N/TUR/144 土耳其 带或不带六角螺母的钢结构六角装配螺栓标准 2018-12-19

G/TBT/N/THA/149/R

ev.2
泰国 泰国工业标准草案－商业热轧扁钢及其拉伸质量 2018-12-19

G/TBT/N/CHN/1306 中国 可燃气体探测器 2018-12-18

G/TBT/N/CHN/1308 中国 工业及商业用途可燃气体探测器 2018-12-18

G/TBT/N/CHN/1307 中国 工业及商业用途便携式可燃气体探测器 2018-12-18

G/TBT/N/CHN/1309 中国 除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2018-12-18

G/TBT/N/CHN/1305 中国 工业及商业用途可点型燃气体探测器 2018-12-18

G/TBT/N/EU/635 欧盟
某些玩具中使用的化学品采用甲醛特定限值修订欧洲

议会和理事会指令
2018-12-18

G/TBT/N/EU/634 欧盟

评估和检验仅用于建筑工程以防止坠落而不承受来自

结构的垂直载荷的扶手套件和栏杆套件性能稳定性的

适用系统

2018-12-18

G/TBT/N/LTU/34 立陶宛 立陶宛共和国酒精控制法草案 2018-12-18

G/TBT/N/USA/1434 美国 食品标签法规的统一执行日期 2018-12-18

G/TBT/N/KOR/806 韩国 二次锂电池安全标准修订案 2018-12-18

G/TBT/N/IND/86 印度 空调及其相关零件（质量控制） 2018-12-18

G/TBT/N/CHN/1303 中国 防盗保险箱 2018-12-18

G/TBT/N/CZE/227 捷克
监测核设施、核原料开采或加工设施、放射性废物处

理厂
2018-12-19

G/TBT/N/CHN/1310 中国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草案） 2018-12-18

G/TBT/N/CHN/1304 中国 金库门通用技术要求 2018-12-18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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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EU/636 欧盟
婴儿配方食品维生素 D要求和婴儿配方食品与后续配

方食品芥酸
2018-12-19

G/TBT/N/CZE/229 捷克 旋转活塞和速度气体流量计;测量仪器 2018-12-19

G/TBT/N/CZE/228 捷克 道路机动车辆轮胎压力表;测量仪器 2018-12-19

G/TBT/N/CZE/230 捷克

监测核设施、核原料开采或加工设施、放射性废物处

理厂以及放射性物质处理或应用的活动限制和废水浓

度的测量仪器

2018-12-20

G/TBT/N/PHL/195/R

ev.1/Add.1
菲律宾

关于变形钢筋、再轧钢筋和等边角钢强制产品认证的

新技术法
2018-12-20

G/TBT/N/EU/637 欧盟 制定用于化妆品标签的常用成分名称词汇表 2018-12-20

G/TBT/N/BRA/786/A

dd.1
巴西 食品和动物行业的动物饲料产品的鉴定、质量和程序 2018-12-21

G/TBT/N/JPN/616 日本 可能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物质 2018-12-21

G/TBT/N/BRA/820/A

dd.1
巴西 制定和审查影响外贸的法律的措施操作规范的决议 2018-12-21

G/TBT/N/BRA/597/A

dd.3
巴西 玩具法规 2019-01-03

G/TBT/N/EU/639 欧盟 葡萄酒产品 2019-01-03

G/TBT/N/EU/638 欧盟 确定葡萄产品物理、化学和感官特性分析方法的法规 2019-01-03

G/TBT/N/CAN/574 加拿大 食品和药品法规修订提案（调味纯酒精） 2019-01-03

G/TBT/N/USA/1435 美国 食品标签法规的统一执行日期 2019-01-03

G/TBT/N/JPN/617 日本 部分修订无线电设备法规 2019-01-03

G/TBT/N/CAN/573 加拿大
修订受控药品和物质法案一揽表 I和 VI以及修订麻醉

药品控制法规和前体控制法规一揽表
2019-01-03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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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BRA/855 巴西 医疗设备 2019-01-03

G/TBT/N/BRA/854 巴西 药物和生物制品 2019-01-03

G/TBT/N/US-

A/893/Add.9
美国 食品标签：修订营养和补充成分标签；技术修订 2019-01-04

G/TBT/N/TZA/230 坦桑尼亚 粘合剂－乙基和氰基丙烯酸甲酯－规范 2019-01-04

G/TBT/N/BRA/720/A

dd.1
巴西

适用于机动车辆、货车、拖拉机、公共汽车、拖车等

的照明系统及其设备的技术规范
2019-01-04

G/TBT/N/ARE/453，

G/TBT/N/BHR/557，

G/TBT/N/KWT/445，

G/TBT/N/OMN/390，

G/TBT/N/QAT/555，

G/TBT/N/SAU/1098，

G/TBT/N/YEM/158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阿

曼，巴林，

卡塔尔，

科威特，

沙特阿拉

伯，也门

机动车－校车安全要求 2019-01-04

G/TBT/N/BRA/764/A

dd.3
巴西 技术法规 No.61 2019-01-04

G/TBT/N/BRA/856 巴西 鱼片和其他鱼肉 2019-01-04

G/TBT/N/BRA/857 巴西 高级研究性治疗 2019-01-04

G/TBT/N/BRA/858 巴西 植物、含有受控物质的医疗产品 2019-01-04

G/TBT/N/BRA/859 巴西 新鲜和冷冻龙虾的特性和质量要求 2019-01-04

G/TBT/N/BRA/860 巴西
新鲜、冷藏、冷冻、解冻、烹饪和部分烹饪虾的特性

和最低质量要求
2019-01-04

G/TBT/N/SAU/1097 沙特阿拉伯 沙特新轻型车辆公司平均燃料经济性标准 2019-01-04

G/TBT/N/TPKM/346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有机农业促进法案实施细则草案 2019-01-07

G/TBT/N/TPKM/347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进口有机农产品审查和检验管理法规草案 2019-01-07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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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TPKM/349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化妆品信息文件管理法规草案 2019-01-07

G/TBT/N/TPKM/348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转化为有机农业的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标签和标志管

理法规草案
2019-01-07

G/TBT/N/TPKM/350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化妆品卫生控制法案实施细则草案 2019-01-08

G/TBT/N/US-

A/1364/Add.2
美国 国家生物工程食品信息披露标准 2019-01-08

G/TBT/N/UGA/1014 乌干达 包装调味饮用水－规范 2019-01-08

G/TBT/N/E-

GY/1/Add.5
埃及 谷物、豆类和衍生产品 2019-01-09

G/TBT/N/EGY/207 埃及 电子烟－电子液体 2019-01-09

G/TBT/N/KOR/807 韩国 “钠含量标签标准和相对比较方法”修订提案 2019-01-08

G/TBT/N/ARE/454，

G/TBT/N/BHR/558，

G/TBT/N/KWT/446，

G/TBT/N/OMN/391，

G/TBT/N/QAT/556，

G/TBT/N/SAU/109

9，

G/TBT/N/YEM/159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阿

曼，巴林，

卡塔尔，科

威特，沙特

阿拉伯，

也门

允许用于食品的添加剂 2019-01-08

G/TBT/N/EGY/206 埃及 埃及标准草案“鱼油” 2019-01-09

G/TBT/N/EGY/205 埃及 “脂肪涂油和混合涂油” 2019-01-09

G/TBT/N/EGY/204 埃及 埃及标准草案“儿童和成人尿布” 2019-01-09

G/TBT/N/E-

GY/3/Add.17
埃及 原料和原料玻璃 2019-01-09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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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E-

GY/2/Add.7
埃及 黄油 2019-01-09

G/TBT/N/E-

GY/1/Add.6
埃及 肉类和肉类产品 2019-01-09

G/TBT/N/TP-

KM/348/Corr.1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转化为有机农业的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标签和标志管

理法规草案
2019-01-09

G/TBT/N/UGA/1015 乌干达 汽车汽油（高级汽车汽油）－规范 2019-01-09

G/TBT/N/UGA/1016 乌干达 汽车瓦斯油（汽车柴油）－规范 2019-01-09

G/TBT/N/RUS/89 俄罗斯
海关联盟关于“儿童和青少年产品安全”的技术法规

修订草案
2019-01-10

G/TBT/N/UGA/1019 乌干达 计量组件－井区自动转输站（LACT）系统 2019-01-10

G/TBT/N/UGA/1018 乌干达 储罐校准仪；容积设备和测量 2019-01-10

G/TBT/N/UGA/1017 乌干达 脐带夹－规范 2019-01-10

G/TBT/N/TUR/143/A

dd.1
土耳其

皮带传动－汽车工业用的滑轮和 V 型带－PK 外型：

组件尺寸标准
2019-01-10

G/TBT/N/THA/503/A

dd.1
泰国

泰国湿表面滚动声排放与附着力和滚动阻力工业标准

草案
2019-01-10

G/TBT/N/RUS/90 俄罗斯 “食品添加剂、香料和技术助剂的安全要求” 2019-01-10

G/TBT/N/FIN/55 芬兰 建筑产品 2019-01-11

G/TBT/N/FIN/68 芬兰 建筑供水系统 2019-01-11

G/TBT/N/FIN/66 芬兰 建筑供水设施止回阀 2019-01-11

G/TBT/N/TUR/145 土耳其 紧固件－六角螺母：公制粗牙和细牙螺纹焊接螺母 2019-01-11

G/TBT/N/FIN/69 芬兰 关于建筑物供水设施给水配件的基本技术要求 2019-01-11

G/TBT/N/FIN/67 芬兰 关于用于建筑物供水系统的铜管的基本技术要求 2019-01-11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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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FIN/65 芬兰 关于建筑物供水设施止回阀的基本技术要求 2019-01-11

G/TBT/N/FIN/64 芬兰 关于建筑物供水设施截止阀的型式核准 2019-01-11

G/TBT/N/FIN/63 芬兰 关于建筑物供水设施截止阀的基本技术要求 2019-01-11

G/TBT/N/FIN/56 芬兰 建筑物供水系统的铜管机械连接器的型式核准 2019-01-11

G/TBT/N/FIN/57 芬兰 建筑物供水系统的铜管配件基本技术要求 2019-01-11

G/TBT/N/FIN/58 芬兰 建筑物供水系统的铜管配件的型式核准 2019-01-11

G/TBT/N/FIN/72 芬兰 建筑物废水装置地漏的型式核准 2019-01-14

G/TBT/N/FIN/73 芬兰 建筑物废水装置聚丙烯排水管和管件的基本技术要求 2019-01-14

G/TBT/N/FIN/74 芬兰 建筑物废水装置聚丙烯排水管和管件的型式核准 2019-01-14

G/TBT/N/FIN/75 芬兰 建筑物供水装置的多层管和接头的基本技术要求 2019-01-14

G/TBT/N/FIN/76 芬兰 建筑物供水装置的多层管和接头的型式核准 2019-01-14

G/TBT/N/FIN/70 芬兰 建筑物供水设施给水配件的型式核准 2019-01-14

G/TBT/N/FIN/71 芬兰 建筑物废水装置地漏的基本技术要求 2019-01-14

G/TBT/N/TZA/231 坦桑尼亚 化学工业用石灰（快速水合）－规范 2019-01-14

G/TBT/N/CZE/234 捷克 1级和 2级声级计、带宽过滤器、测量麦克风 2019-01-15

G/TBT/N/CZE/233 捷克 电表 2019-01-15

G/TBT/N/CZE/232 捷克
用于监测核设施、核原料和核材料排放物的活动极限

和浓度的测量仪器或加工设施
2019-01-15

G/TBT/N/CZE/231 捷克 核设备 2019-01-15

G/TBT/N/CHL/439/A

dd.1
智利 有机产品 2019-01-15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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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9年第 1周欧盟 RAPEX

通报情况分析

根据 2019年第 1周 RAPEX预警通报

（11月 30日发布），本周欧盟发布了 40例

产品通报，我国大陆被通报的产品有 21

例，占全部通报的一半以上，主要涉及家

具类、照明设备类、玩具类、化妆品类、

服装纺织品与时尚类、日用电器和设备类

产品。

表 1 第 1周我国产品受 RAPEX通报统计情况

警报号 产品类别 通报国
产品

名称
品牌

危害

分类
违反法规 通报国措施

A12/1983/18 家具 西班牙 太阳椅 Crespo 伤害 EN 581 拒绝进口

A12/1997/18 照明设备 斯洛文尼亚
LED泛
光灯

JAKA驭I 电击
低电压指令和相关欧

洲标准 EN 60598
从市场上

撤回产品

渊由院 进口商冤

A12/1974/18 玩具 法国
毛绒

睡袋
JJA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和相关

欧洲标准 EN 71-1
召回最终用户

的产品

渊由院 进口商冤

A12/1981/18 玩具 西班牙 茶具 Panritos 伤害
玩具安全指令和相关

欧洲标准 EN 71-1 拒绝进口

A12/1984/18
玩具 法国

玩具

粘泥
未知

化学袁
伤害

玩具安全指令和相关

欧洲标准 EN 71-1袁
EN 71-3

召回最终用户

的产品

渊由院 经销商冤

A12/1985/18 玩具 西班牙
娃娃

配件

Super
Juguete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和相关

欧洲标准 EN 71-1 拒绝进口

A12/1989/18 玩具 斯洛伐克
毛绒

玩具
AURORA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和相关

欧洲标准 EN 71-1
召回最终用户

的产品袁
从市场撤回产品

A12/1991/18 玩具 西班牙
沙滩玩

具套装

Marco's
Toys 伤害

玩具安全指令和相关

欧洲标准 EN 71-1 拒绝进口

A12/1998/18 玩具 匈牙利
毛绒

玩具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和相关

欧洲标准 EN 71-1
召回最终用户

的产品袁
从市场撤回产品

A12/2004/18 玩具 法国 牙胶圈 JANOD 窒息 / 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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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1979/18
服装袁 纺
织品和时

尚用品

西班牙 男鞋 Scalpers 化学

品
REACH法规 拒绝进口

A12/1982/18
服装袁 纺
织品和时

尚用品

西班牙
儿童

靴子
未知 窒息 UNE 59300 拒绝进口

A12/2007/18 化妆品 捷克共和国 香水

YVFS
SAINT

LAORFNT
渊假冒 YSL
圣罗兰冤

化学

品
化妆品法规 从市场撤回产品

A12/1990/18 装饰品 塞浦路斯 冰箱贴 En Shrine 窒息 食品模仿产品指令 从市场撤回产品

A12/1993/18 装饰品 塞浦路斯 冰箱贴

JUMBO
SQUIS鄄

NY
窒息 食品模仿产品指令 从市场撤回产品

A12/1996/18 装饰品 芬兰 茶蜡烛 Depesche 火灾 /
从市场上

撤回产品

渊由院 经销商冤

A12/2006/18 装饰品 意大利
雪花闪

光喷雾
IDEA'S 化学袁

火灾
REACH法规 禁止销售产品和

任何相关措施

A12/2008/18 装饰品 瑞典
电动圣

诞装饰

Kon鄄
stsmide 环境 /

从市场上

撤回产品

渊由院 进口商冤

A12/1975/18 电器和

设备
联合王国 电源 未知

烧伤袁
电击袁
火灾

低电压指令和相关欧

洲标准 EN 60335
销毁产品

渊由院 进口商冤

A12/1976/18 电器和

设备
西班牙

电源延

长线
Innova 电击

低电压指令和相关欧

洲标准 EN 20315 拒绝进口

A12/2000/18 电器和

设备
德国

角磨机

适配器
未知 伤害

机械指令和相关欧洲

标准 EN 60745
禁止产品的营销

和任何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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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捷克共和国官方检测，该香水含有

己基肉桂，芳樟醇，苯甲酸苄酯，香豆素，

香茅醇，丁香酚，环己烯甲醛和香叶醇

（重量测定值分别为 0.41％， 0.038％，

0.019％，0.013％，0.012％，0.0097％，

0.0077％和 0.024％）这些物质可引起过敏

反应和过敏，消费者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因为他们没有在成分列表中指出。该产品

不符合化妆品法规。

（三）专题研究：我国出口欧盟玩

具产品受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的分析

与应对

1 引言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制造国和出

特别指出：

表中品牌为 YVFS SAINT LAORFNT，

名叫 OPIUM POUR HOMME，其批号 /条

形码为 6936832890790被鉴定出该产品是

假冒产品，仿冒的是 Yves Saint laurent

（简 称 YSL） 圣 罗 兰 OPIUM POUR

HOMME鸦片男士淡香水，见对比图：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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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国，玩具生产和出口基地主要集中在广

东、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和上海等省

市。出口的玩具产品种类主要有套装玩具、

动物玩具、带动力装置玩具及模型、智力

玩具、带轮玩具等。2010-2017年，我国

玩具产品出口量和出口额呈现稳定增长的

趋势，尤其是 2017年创造了近十年玩具出

口量的新高，全年玩具出口 441.5亿美元，

同比增长 31.2%。其中，我国每年出口欧

盟的玩具达到 30亿美元以上，是我国玩具

第二大出口市场。

虽然玩具产业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传

统制造业，占据了世界 70%、欧美 80%的

销售市场，但是在出口玩具势头向好的背

后，随着欧盟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持续加严

和升级，对我国出口玩具提出了更严的规

定和更高的标准要求，出口的门槛、难度、

成本、风险等不利因素交织，玩具成为了

被国外特别是欧盟通报最为频繁的产业，

屡遭禁止销售、拒绝进口、召回、撤出市

场等处罚，给我国玩具生产企业造成了巨

大的经济损失和资源浪费[1]。

技术性贸易措施通过技术法规、标准、

合格评定程序来加以实施，它通常利用技

术的合法外衣来提高产品的市场准入门槛，

从而遏制国外产品进军本国市场，起到保护

本土产业的目的[2]。为了加强我国玩具行业

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水平和能力，深

入分析与研究欧盟玩具技术法规及标准，为

玩具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及建议，

规避国外技术法规风险、减少出口损失将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和理论指导意义。

2 我国出口欧盟玩具产品受阻现状及

分析

2.1 我国出口玩具受欧盟通报情况

根据欧盟委员会危险非食品快速警报

系统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出口十大类非食

品消费品中，玩具产品始终是被欧盟通报

次数最多的类别。近四年来，我国玩具出

口受欧盟通报情况见表 1。从表中可以看

出，从 2015 年到 2018 年，欧盟 RAPEX

系统发布总通报数量呈现上升的趋势，其

中涉及玩具类产品的通报也呈上升趋势，

从占比来看，我国玩具类出口产品遭受的

通报占了 RAPEX 总通报数量的 20-30%,

而且占比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这就意味

着我国出口欧盟的玩具在质量、安全、合

规评定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弱势。

专题发布

表 1 我国玩具产品出口欧盟受通报情况

年份 RAPEX通报总数 玩具类通报总数 我国玩具受通报总数 占比 渊%冤
2015 1869 472 416 22.3
2016 1894 477 433 22.9
2017 2024 605 572 28.3
2018 1933 621 523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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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对中国玩具类产品通报数量位

居前三位的欧洲国家自中国进口玩具类产

品总额见表 3，（数据来源：国别贸易网）。

从贸易额来看，这些国家自中国进口玩具

类产品的总额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双边贸

易额不断扩大，与此同时贸易摩擦也不断

增长。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减少因

技术性贸易措施造成的出口风险，开展技

术性贸易措施应对，对于玩具行业出口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2 通报国家和产品分布情况

近几年，对我国玩具产品发布 RAPEX

通报的几乎涉及所有的欧盟成员国，包括

西班牙、塞浦路斯、捷克、法国、匈牙利、

斯洛伐克、波兰、爱沙尼亚等，其中，西

班牙、塞浦路斯、捷克、波兰、匈牙利是

连续几年对中国玩具产品发布通报数量较

多的国家。2016年到 2018年，对中国玩

具产品通报数量位居前三位的欧洲国家，

年通报数量，以及对中国玩具产品受欧盟

总通报数量的占比情况见表 2（数据来源：

欧盟委员会危险非食品快速警报系统）。中

国被 RAPEX通报的玩具主要有塑料玩具、

套装玩具、毛绒玩具、磁性玩具、木质玩

具、拖曳玩具等几种，几乎囊括了所有的

玩具种类。2017年，被通报的塑料玩具有

139例，占中国被通报玩具总数的比例为

24.48%，其中塑料娃娃最为突出，有 102

例；其次是套装玩具，有 83例；毛绒玩具

有 22 例，木质玩具 22 例，摇曳玩具 14

例，磁性玩具有 4例。

专题发布

表 2 对中国玩具产品通报位居前三位的国家尧 通报数量尧 及占比情况

年份 2016 2017 2018

对中国玩具产品

通报数量袁
居前三位的国家

西班牙 渊94例冤
占比 21.7%

西班牙 渊128例冤
占比 22.4%

波兰 渊86例冤
占比 16.4%

塞浦路斯 渊50例冤
占比 11.5%

波兰 渊70例冤
占比 12.4%

西班牙 渊71例冤
占比 13.6%

捷克 渊39例冤
占比 9.0%

匈牙利 渊59例冤
占比 10.3%

捷克 渊68例冤
占比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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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通报数量位居前三位的欧洲国家自中国进口玩具类产品总额

2015 渊亿美元冤 2016 渊亿美元冤 2017 渊亿美元冤
西班牙 8.49 10.25 15.92
塞浦路斯 8 9.08 10
波兰 3.41 4.71 8.8
捷克 2.01 2.4 2.58
匈牙利 0.54 0.6 0.74

2.3 通报原因分析

中国出口欧盟玩具产品被通报的风险

原因主要包含以下几种：窒息、烧伤、化

学物质、割伤、损害听力 /视力、触电、夹

住手指、污染环境、火灾、健康风险、受

伤、微生物、勒颈、闷死。以 2018年欧盟

通报中国的玩具产品为例，分析各种风险

的通报案件数量，具体见图 1。

图 1 2018年我国出口玩具产品受通报的风险种类尧 数量尧 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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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可以看出，化学物质是我国玩

具产品受欧盟通报的主要风险类型，2018

年截至目前已经通报了 246例，占我国玩

具类产品受欧盟通报总数的 47%，其次，

导致窒息是通报的第二大风险类型，2018

年截至目前已经通报了 225例，占我国玩

具类产品受通报总数的 43%，两项累积一

共占了通报总数的 90%。化学物质被通报

的原因是不符合欧盟 REACH法规，导致窒

息被通报的原因是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相关的欧洲标准 EN 71-1。

欧盟出台 REACH 法规（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z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

限制）于 2007年 6月正式生效，它的管理

物质范围涉及：在欧盟制造、进口及作为

中间体使用或投入市场的全部化学物质，

包含单独存在的化学物质本身、配制品种

的化学物质、以及物品中所含化学物质。

我国玩具类产品属于物品中所含化学

物质的监管范畴，通常玩具中涉及不符合

REACH法规通常有以下几类化学物质存在

或 超 标：邻 苯 二 甲 酸 2- 乙 基 己 酯

（DEHP），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二

异壬基邻苯二甲酸酯（DINP） ,邻苯二甲酸

二异丁酯(DIBP)，和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

（DIDP）。这些邻苯二甲酸盐是塑料玩具的

一种增塑剂，可能会损害儿童的健康，对

生殖系统或者肝脏造成损害。在玩具中有

关 REACH法规中规定的高度关注物质应该

重点检测。

目前执行的欧盟玩具安全指令是 2009

年 6月 30日欧盟发布了 2009/48/EC 号指

令，期间经过了多次的修订。该指令共有

九章以及五个附件，包括一般规定、经济

运营商的义务、玩具合格、符合性评定、

合格评定机构的通报、成员国义务和权利、

委员会程序、具体行政规定、最终和过渡

性条款；产品列表，特别是不被视为玩具

内的产品、EC符合性声明、技术文档以及

警告。本文重点介绍其在物理和机械性能、

化学性能、电气性能等方面的最新要求。

在物理和机械性能方面，该指令规定

了玩具及其零件以及锚固件必须具有必要

的机械强度和适当的稳定性以承受使用过

程中的应力、玩具上易触及的边缘，突起，

电线，电缆和紧固件的设计和制造必须尽

可能减少、具有合理的尺寸不得堵塞嘴巴

和鼻子、速度限制、最高和最低温度限制、

声音限制、不易燃不爆炸等。

在化学性能方面，规定了禁止将亚硝

胺和亚硝化物用于 36个月以下儿童使用的

玩具，或禁止亚硝胺≥0.05mg/kg 和亚硝

基物质 1mg/kg。并规定了玩具中不得含有

扁根油、烯丙基异硫氰酸酯、氰化苄等 55

种致敏香料，除非，这些香料是在良好的

生产操作条件下也不可避免的，并且含量

不超过 100mg/kg。此外，茴香醇、苯甲酸

苄酯、肉桂酸苄酯、香茅醇、法呢醇、己

基肉桂醛等 11种致敏香料如果在玩具或零

件中的浓度超过 100mg/ kg时，则应贴在

玩具标签、包装或说明书上。玩具中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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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的迁移限量如表 4所示。

表 4 最新玩具迁移量限值要求

物质
mg/kg

渊干燥的袁 易碎的袁 粉末状的或柔软可塑的材料冤
mg/kg

渊液体或粘性的材料冤
mg/kg

渊可刮取的材料冤

铝 5625 1406 70000
锑 45 11.3 560
钡 3.8 0.9 47
硼 1500 375 18750
镉 1.3 0.3 17

铬 渊III冤 37.5 9.4 460
铬 渊VI冤 0.02 0.005 0.053
钴 10.5 2.6 130
铜 622.5 156 7700
铅 2.0 0.5 23
锰 1200 300 15000
汞 7.5 1.9 94
镍 75 18.8 930
硒 37.5 9.4 460
锶 4500 1125 56000
锡 15000 3750 180000
有机锡 0.9 0.2 12
锌 3750 938 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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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气性能方面，玩具及其可触及部

件不得超过 24 伏直流电压或等效交流电

压，除非确保电压和电流组合，超过 24伏

直流电或等效交流电压即使玩具破损后也

不会造成有害触电风险。并规定玩具应有

防止从电源引起的触电风险的保护及防止

火灾的装置。玩具的电、磁、电磁区域及

产生的放射物应限制在操作所需的范围内。

有电气控制系统的玩具应保证在系统出现

故障或被毁坏时仍能安全运行。玩具应不

存在激光、LED或任何其他类型的辐射造

成任何健康危害或伤害眼睛或皮肤的风险。

欧盟标准 EN 71-1对玩具安全的要求

如下，规定了塑料包装开口周长小于或等

于 380mm，平均厚度应不小于 0.038mm，

袋具的面积至少为 100 毫米×100 毫米，

减少塑料膜覆盖在儿童脸部或被吸入而导

致的窒息风险。欧洲 EN 71-1-2014标准

对应的是国标《GB 6675.2-2014玩具安全

第 2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其中的数值

规定与我国的国家标准一致。

因此深入了解欧盟 REACH法规，玩具

安全指令和相关的欧洲标准，对于提高技

术性贸易措施应对能力，减少贸易中的不

合规等现象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4 技术性贸易措施应对建议

近年来，我国玩具产品出口欧盟受通

报的数量持续走高，而且受通报的原因几

乎雷同，主要集中在化学物质不符合

REACH法规、安全设计不符合玩具安全指

令相关的欧洲标准 EN 71-1。这对技术性

贸易措施应对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

重点从政府、企业、行业协会三方面提出

相应的对策建议。

4.1 政府层面应该从政策法规等方面

对玩具行业给予辅导与支持遥
首先提高技术性贸易措施风险预警信

息的效率，改变风险预警信息的针对性不

强，覆盖面不广，和产业的对接效率不高

的现状，将来要打破信息孤岛和信息滞后

的局面，信息预警的目的就是帮助企业即

时掌握欧盟颁布最新技术法规和标准，特

别是有关化学物质的限量要求、物理性能

规定，避免因法规、标准的不熟知而导致

产品不合规、不达标等现象。其次，开展

技术性贸易措施应对技能培训与研讨，介

绍技术性贸易措施的防范方法、国际标准、

技术法规的宣贯，提高我国玩具企业应对

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意识。第三，加强玩具

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应跟随国际标准、

国外先进标准的步伐，与玩具企业合作，

加快完善玩具相关的国家标准，弥补国内

标准的空白点，定时更新国内标准，如关

于电动玩具的国家标准，国内标准明显滞

后于欧盟标准。第四，加强技术性贸易措

施的通报评议。以成果和效益为导向，对

重点玩具出口企业开展贴合企业的实际需

求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的通报评议，以我国

玩具行业的利益出发，在国际舞台上发出

中国的声音，从欧盟的通报，延伸到更多

的国家和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指

导下，为我们的产品走出去保驾护航。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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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展特别贸易关注和专题研究。对我

国玩具行业影响较大的通报，我们要借助

WTO/TBT每年 3次例会的机会，对我国玩

具出口影响较大的标准以及技术法规，提

交我们的特别关注议题。针对重大技术性

贸易问题，相关部门要设立专项资金，开

展专题研究，分析技术性贸易措施形成的

原因，分析企业化解壁垒的可行性路径，

形成政策建议，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技术

支撑。

4.2 企业层面应该提高市场风险意识袁
推动供给侧改革遥
企业应尽快改变以往落后的发展方式，

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量的积累

到质的飞跃，开展对标达标提标行动，通

过与国际和国外先进标准进行比对分析，

找出产业存在的短板和差距，培育自主品

牌，通过增强研发能力逐步掌握技术性贸

易措施主导权。同时，企业在经营过程中

应改善质量管理体系，提升质量管控能力，

加强玩具供应链上的原材料选用、产品配

方设计、生产工艺、检测、包装、运输、

销售等一系列全过程控制，确保玩具的品

质与安全。

4.3 行业协会应该扮演好政府和企业

的桥梁作用遥
行业协会应该主动搜集本行业的出口

受损数据以及受损原因，即时与相关部分

进行沟通，了解相关标准、技术法规，帮

助企业减少因为技术性贸易措施方面引起

的贸易损失。协助相关部门开展技术贸易

措施的通报评议以及特别贸易关注等方面

的工作，提高通报评议和特贸关注的征对

性，发出代表中国的最强音。（摘自 《技

术性贸易措施导刊》，2018年 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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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专题

2018年浙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进出口总值 8966.6亿元

1月 17日，杭州海关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布了 2018年浙江省外贸进出口数据。据

统计，2018年浙江省进出口总值 2.85万亿

元，其中出口总值首次超过 2万亿元。

数据显示，2018年浙江省进出口总值

2.85 万亿元，比 2017 年 (下同 )增长

11.4%，其中，出口 2.12 万亿元，增长

9.0%；进口 7337.2亿元，增长 19.0%。

杭州海关统计处处长陆海生在发布会

上介绍，2018年浙江省进出口、出口、进

口继续保持全国第 4、3、6位，占全国比

重分别为 9.3%、12.9%、5.2%，进出口、

出口、进口份额比 2017 年分别提升 0.1、

0.2、0.3个百分点，出口份额创历史新高。

就贸易结构来看，浙江贸易方式结构

趋向多元化发展，其中，一般贸易占主体

地位。2018 年，浙江省一般贸易进出口

2.25万亿元，增长 11.0%，占浙江省进出

口总值的 79.0%，比 2017年下降 0.3个百

分点。

此外，浙江对前三大贸易市场进出口

实现稳定增长，“一带一路”建设带动效

应持续显现。数据显示，2018年浙江省对

欧盟、美国、东盟进出口分别为 5568.9亿

元、 4619.6 亿元、 3159.9 亿元，增长

9.3%、10.1%、22.5%，占全省进出口总

值比重分别为 19.5%、16.2%、11.1%，

三者合计占比 46.8%。同期，浙江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值 8966.6 亿

元，增长 12.3%，占全省进出口总值

31.4%。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民营企业进出口

保持较快增长，外贸主体持续扩大。2018

年，浙江省民营企业进出口 2.04万亿元，

增长 12.7%，占浙江进出口总值的 71.7%，

比 2017年提升 0.8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1.65 万亿元，增长 10.6%，占出口总值

78.0%，比重提升 1.1个百分点，继续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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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出口主体地位；进口 3905.2亿元，

增长 22.6%。

机电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仍为浙江

出口主力。2018年，浙江省机电产品出口

9214.1 亿元，增长 9.6%，占出口总值的

43.5%，比重提升 0.3个百分点。同期，高

新技术产品出口 1408.4 亿元，增长

11.5%，占出口总值 6.6%，比重提升 0.2

个百分点。纺织服装、家具等 7大类劳动

密集型产品合计出口 7543.2 亿元，增长

7.4%，占出口总值的 35.6%，比重下降

0.5个百分点。

大宗商品方面，成品油、二甲苯等进

口大宗商品量价齐升，粮食进口量有所减

少。2018 年，浙江省进口铁矿砂 9733.3

万吨，增加 8.6%；成品油 1384.7 万吨，

增加 45.1%；初级形状塑料 628.1 万吨，

增加 16.6%；二甲苯 440.7 万吨，增加

32.3%。其中，成品油、二甲苯进口均价

增幅超过 20%。此外，进口粮食 410.7万

吨，减少 17.9%。（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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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制裁政策不断加强的背景下，

开放市场的概念成为达沃斯论坛的重要议

题之一。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世界经

济与政治系主任阿列克谢?马斯洛夫认为，

中国代表们将在达沃斯上积极推广这一概

念，也将努力保持与美国在贸易领域对话

的积极意向。

此前达沃斯论坛的主办方发布了

《2019 年全球风险报告》 （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19），论坛专家们在报告中

预测世界政治和经济紧张局势将加剧。受

访专家们预计 2019 年以下风险将有所增

长，包括有关“大国间的经济对抗”

（91%）、“国际贸易规则和协议受到侵蚀”

（88%），以及“大国间的政治对抗”

（85%）。

马斯洛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

示：“这将指的是国际贸易，以及必须改

变针对其他国家的制裁政策。必然会谈到

有关优化世界贸易的问题。中国将提出开

放市场的概念。”

专家补充称，“考虑到中美有关签署

全面贸易协定谈判的积极发展趋势，中国

不会作出强烈抨击，而仅会谈论有关改善

国际贸易的问题，即关于降低关税、货物

过境、设立大量自由贸易区，而最重要的

是关于没有公开保护主义的问题”。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2019年年会将于

1 月 22 日至 25 日在瑞士举办，主题是

“全球化 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

全球架构”。应瑞士联邦主席毛雷尔和世界

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邀请，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将于 1 月 21 日至

24日访问瑞士，并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

坛 2019年年会。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由于美国联

邦部门的工作被暂停，美国总统特朗普取

消了该国代表团前往达沃斯论坛的行程。

金砖国家专题

标准化与市场准入微信号

更多信息请添加微信二维码院

金砖国家专题

俄专家：开放市场的概念是达沃斯论坛
的重要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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