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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简报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首次全省工作

会议召开

1月 15-16日，浙江省市场监管局成

立以来的第一次全省工作会议在海宁浙江

省特检院尖山基地召开。会议主要任务是：

站在新时代征程上，进一步凝聚共识，明

确任务，为奋力谱写我省市场监管事业走

在前列新篇章起好步、开好局。省市场监

管局党委书记、局长冯水华总结部署了全

省市场监管工作。省市场监管局党委委员、

省药品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徐润龙就全

省药品监管工作作报告。会议由省市场监

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陈振华主持。

为本次会议，王文序副省长专门作出

批示：2018年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认真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聚焦聚力

高质量、竞争力、现代化，围绕“抓改革、

强市场、严监管、优质量、保安全”，不断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大力推进“三强一制

造”建设、严格实施各项监管举措、深入

实施放心消费行动，全面落实机构改革任

务，为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值得充分肯定。

希望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高举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

浙江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勇立改革前线，

服务发展主线，严守安全底线，主动融入

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和全省高

质量发展大局，进一步提升监管理念、创

新监管方式，全面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

造最优营商环境，服务民营经济和小微企

业发展，努力开创我省新时代市场监管工

作新局面，为我省“两个高水平”建设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国 70

周年！

冯水华局长在工作报告中充分肯定了

2018年全省市场监管工作取得的成绩。一

是“最多跑一次”改革深化推进。涉企证

照工商通办改革扎实推进，生产经营许可

审批改革持续深化，知识产权注册便利化

水平不断提高，“最多跑一次”政务服务

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二是市场主体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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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提升。积极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全面

实施标准化战略，大力推进市场主体转型

升级，积极开展“放心消费在浙江”建设。

三是竞争执法力度不断加大。公平竞争审

查取得积极进展，价格监管和反不正当竞

争执法扎实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持续

加大，重点领域市场监管深入推进，信用

监管机制不断完善。四是质量安全形势保

持平稳。药品安全监管日益完善，食品安

全监管更加严格，质量安全监管不断强化。

五是履职尽责能力日益加强。全面从严治

党不断深化，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

市场监管基础支撑明显加强。

冯水华强调，市场监管工作必须始终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人民立场、

坚持融入大局、坚持改革创新、坚持严明

纪律、坚持系统建设。这是过去实践带来

的启示，更要在今后工作中继续坚持，持

续深化。全省市场监管部门要准确把握特

征，树牢起好步开好局必须有的工作新理

念。一是提高站位，根本是坚决把牢“政

治建局”这一主方向。二是认清方位，核

心是准确把握“新时代”这一主旋律。三

是找准定位，重点是深刻理解“高质量”

这一主题词。四是争先作为，关键是全力

当好“改革派”这一主力军，处理好进与

退、内与外、上与下的关系。

冯水华要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加

快适应新时代要求的“1234”市场监管工

作理念。“1”是紧盯一个目标。即：奋力

走在前列，我们有着较好的基础，也是必

须有的责任担当。“2”是坚持“两为”方

针。即：为高质量发展服务，为高品质生

活服务。关键在于树好理念，根本在于用

好职能。“3”是树牢“三线”意识。即：

紧扣全省“两个高水平”建设目标的主线；

守住食品药品、特种设备、重要消费品等

公共安全的底线；不碰各种纪律规定的红

线。“4”是加快四个转变。即：由管制型

思维向治理型思维转变；由传统监管方式

向数字监管方式转变；由多头监管向综合

监管转变；由重审批向重事中事后监管转

变。

会议明确今年全省市场监管工作的总

体要求是：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时刻牢记和践行习

近平总书记赋予浙江的“干在实处永无止

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勇立潮头方显担

当”新期望，以“八八战略”再深化、改

革开放再出发为主题，牢固树立“1234”

工作理念，着力服务高质量发展、高品质

生活，着力促改革、稳企业、增动能、保

平安，着力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工作抓

手和载体，扛起新使命，干好新开局，以

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聚力高质量、竞争力、现代化，着力

抓好四件大事。紧扣省委、省政府的重大

改革、重要战略和重点任务，有效发挥市

场监管职能优势，全力推动我省高质量发

展。一是着力促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确保打赢“企业开办”对标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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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战，确保打赢市场监管数字化转型攻

坚战，积极稳妥地推动技术机构改革发展。

二是着力稳企业，进一步营造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全力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强化公平竞争审查与反垄断执法，深入整

治违法违规价费行为与不正当竞争行为，

加大网络市场监管力度，完善信用监管机

制。三是着力增动能，进一步提升产品与

服务质量。促进“浙江制造”品质提升，

发挥标准领航效应，强化质量基础设施建

设。四是着力保平安，进一步筑牢发展安

全底线。强化药品、食品、特种设备和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

聚焦企业与百姓期望要求，全力组织

开展五大行动。围绕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突

出问题，立足百姓消费升级迫切需求，积

极构建市场监管工作有效抓手。全力开展

放心消费升级行动、知识产权生态优化行

动、市场主体增效行动、综合执法亮剑行

动、技术服务双创行动。

聚合市场监管工作力量，大力实施四

个工程。加快自身建设步伐，着力构建市

场监管现代治理体系，切实保障全省市场

监管工作协同、高效推进。大力实施政治

建局工程、系统凝聚工程、制度强基工程、

队伍提质工程。

省药监局徐润龙局长充分肯定了 2018

年全省药品监管工作。他指出，当前我们

正处于药品监管体制机制的构筑期、破除

传统路径依赖的关键期、医药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提升期、安全水平持续提升的考验

期，必须坚守使命、秉持情怀，因势而动、

以变应变，从原来的找惯例变为创新例，

从原来的路径依赖转向模式创新，锚定

“保安全、促发展、争一流”三大目标，推

进“监管体制和监管体系、工作机制和工

作方法、法规标准和规章制度”三大建设，

强健“职业化队伍、专业化技术、数字化

手段”三大支撑，推进药品安全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会议强调，2019年全省药品监管工作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以“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

放再出发为主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

持高质量发展，牢固树立“1234”大市场

监管工作理念，突出以服务稳企业、以创

新增动能、以监管保平安，提升药品监管

科学化、法治化、国际化、现代化水平，

增强人民群众对药品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奋力谱写浙江药监事业走在前列

新篇章。要立足根本，旗帜鲜明讲政治强

党建；严守底线，全力以赴抓监管保安全；

围绕主线，尽心尽力抓改革优服务；秉持

高线，千方百计抓创新促发展；突出关键，

系统联动抓能力提水平；夯实保障，持之

以恒抓作风带队伍，上下齐心、系统联动，

努力在“两个高水平”建设中发挥积极作

用。

会上，陈振华就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

提出三点要求：一要突出“合”字，构建

“体系化”抓落实的格局。二要突出“实”

字，打造“项目式”抓落实的路径。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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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效”字，练就“创造性”抓落实的

本领。同时强调，临近春节，要确保安全，

关心群众，廉洁自律。

会议期间，11个地市局及义乌市局主

要负责人作了工作交流及表态发言。全体

与会人员还观看了专题片，围绕报告开展

了分组讨论，并参观了国家特种设备安全

科普教育基地和国家电梯质检中心。

省市场监管局领导班子成员、巡视员、

副巡视员，省药品监管局领导班子成员、

副巡视员，省市场监管局、省药监局机关

各处（室、局）、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各

市局局长、办公室主任，各县 （市、区）

市场监管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参加会

议。

我省 2018年度认可及检验检测

服务业统计工作启动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市

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 2018年度认可

及检验检测服务业统计工作的通知》，标志

着 2018年度认可及检验检测服务业统计工

作正式开启。

认可及检验检测服务业统计是获取认

可及检验检测服务业发展数据的重要工作，

是开展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加强认可

及检验检测市场监管、促进检验检测服务

业质量提升的重要基础。

今年是机构改革后市场监管总局首次

主导认可及检验检测服务业统计工作，较

之以往有两点重大变化。一是为加强检验

检测机构监管，便于社会查询和监督，要

求各检验检测机构应在检验检测统计直报

系统上传本机构 2016-2018年度出具的全

部有效检验检测报告和证书编号，并于

2019年起，每季度后一个月内报送上一季

度出具的全部有效检验检测报告和证书编

号。二是对于瞒报漏报等行为有了更严厉

的惩戒措施，未按要求及时上报统计数据，

以及故意瞒报、错报、漏报的，资质认定

部门将依具体情况，采取警告、公告、不

再受理其资质认定申请和列为异常检验检

测机构等措施予以处理。

后期，该院将根据省局统一部署安排，

协助省局做好我省 2018年度认可及检验检

测服务业统计上报审核和后续统计分析工

作。

我省完成 2018 年度“品字标”

品牌“双 500”目标

根据省政府工作报告要求，2018年要

完成“研制新增‘浙江制造’标准 500项，

培育‘品字标’企业达到 500家”（简称

“双 500”）目标。围绕这一目标，2018年

来，省品联会、省标准化院等单位在省局

领导下，主动服务、大胆创新，通过大力

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打好“三强一制造”

组合拳，不断加大品牌制度改革、标准制

定发布、品牌培育引领等工作的力度，助

力“品字标”公共品牌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2018 年度，全省新增“浙江制造”标准

555项，“品字标”企业达到 556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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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圆满完成了“双 500”工作目标。

优化“品字标”品牌建设制度体系。

丰富品牌评价方式，在坚持“标准 +认证”

核心模式的基础上，引入信用管理手段，

在政府质量奖企业中试点实施“标准 +自

我声明”的品牌评价新模式。全省已有

152家企业的 173项产品通过此方式获得

“品字标”授权。同时升级品牌标识特性，

设计“品字标”品牌标识，使品牌适用领

域和地域范围进一步拓展，并实施商标注

册保护。如以“丽水山耕”认证为主要载

体，挖掘、提升有特色的区域农产品，共

同纳入“品字标”农产品品牌，今年共培

育产生 182家品字标农产企业。

强化“品字标”品牌先进标准供给。

全面延展“浙江制造”标准研制领域，积

极动员知名企业研制“名品”标准，针对

进口替代产品研制“优品”标准。2018年

新增的 555项“浙江制造”标准，关键性

能指标全面优于国家标准，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同时全面升级“浙江制造”标准管

理模式，搭建覆盖标准研制全过程管理平

台，标准研制更高效。2018 全年共立项

“浙江制造”标准 1000余项，所有项目均

实现“在线申请，一次不跑，事事办好”。

全面提升“浙江制造”标准市场影响，及

时总结“浙江制造”标准创新实践经验，

积极参与各类标准应用推广活动，“浙江

制造”标准已成功列入国家团体标准试点

项目。

深化“品字标”品牌精准培育。健全

品牌运行机制，指导浙江省浙江制造品牌

建设促进会升级为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

联合有行业影响力的行业协会和龙头企业，

整合品牌建设优质资源。加强品牌精准培

育，制定《“品字标”品牌（制造业）培育

计划》，以行业龙头骨干企业、中小企业

“隐形冠军”“品质浙货”出口领军企业等

为重点，梳理出一批“拳头”产品、优势

产品、成长型产品，建立“品字标浙江制

造”培育梯队。结合“浙江制造”品牌训

练营、品牌试点县等载体，分批实施精准

扶持、分类指导，直至达到“浙江制造”

标准水平。目前已在 16个工业强县推广永

康等地“4个集中”培育试点经验，实现了

培育效率和培育质量双提升。开展行业协

会品牌训练营，100家优势产业行业协会参

与培训，行业协会“第三方”作用得到充

分发挥。与诺丁汉大学合作首开全球品牌

公开课，“品字标浙江制造”成为区域品

牌打造的经典案例。

拓展“品字标”企业国内外市场。以

互认合作打通国内外市场，结合海外沿线

国家市场准入需求，试点研制“一带一路”

特色标准 10项，我省 25家企业实现“一

份标准、一次认证”，“品字标”产品通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目前，全省已有 43

家企业获得 86张国际合作认证证书。加强

宣传推介力度，在全国“两会”等重点时

段，在央视投放“品字标”公益广告，覆

盖人次超过 2.69亿人次。开展“品字标”

品牌进卖场、商场体验活动，通过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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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口传递，提振品牌形象。举办 2018年浙

洽会、义博会等“品字标”品牌主题推广

活动，“品字标”品牌成功纳入联合国采

购体系。运用大数据手段开展品牌推介，

“义博会”期间面向“一带一路”，通过谷

歌向全球 1720万名用户展示“品字标”品

牌形象，成功吸引 213.9万名精准客户访

问“品字标”企业网站。组织 30余家企业

参加首届中国自主品牌博览会，加快推动

“品字标”走出去。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

围绕“放心消费在浙江”，继续做好品牌培

育，做深做实“品字标浙江制造”，拓展

“品字标服务”“品字标农产”，以在“3?

15”期间开展“百城千店‘品字标’产品

进市场”等活动为抓手，进一步打响“品

字标”公共品牌，持续提升高品质标准和

企业体量，服务高品质发展和高品质生活！

省市场监管局通报 2018 年全省

计量技术机构监督检查情况

为强化对全省计量技术机构的事中事

后监管，进一步规范计量检定、校准行为，

2018年，省局组织开展了全省计量技术机

构监督检查。日前，省局通报了此次检查

情况。此次检查以机构自查与现场检查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全省 193家机构都及时

完成了自查，杭州、金华、衢州、舟山等

市局组织抽查了 26家机构。在此基础上，

省局对宁波、湖州、嘉兴、绍兴等 6个市

的 28家计量技术机构进行了现场检查，共

抽查计量标准 74项、证书报告及原始记录

等资料 546份，现场抽查 21名计量检定或

校准人员进行留样再试。通过自查和市局

抽查共发现各类问题 60个，省局现场检查

发现问题 68个。检查结束后，省局通过省

政务服务网公开了检查结果。

省局组织的本次检查首次采用了“双

随机一公开”方式。通过正向检查与逆向

追溯相结合，采取座谈询问、检查业务大

厅和实验室、查阅资料、随机抽取人员留

样再试、从客户源头追溯证书记录等多种

方式，重在发现问题。检查结果表明，少

数机构仍存在法制意识不够强，检定工作

质量不高、规范性不够，校准技术能力有

待提高。省局要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下一

步要切实抓好后续处置，坚决严肃查处违

法违规行为，督促机构落实整改、强化内

部管理，要将计量法制要求责任层层传导

到机构内部各部门、各岗位，并持续抓好

事中事后监管，促使机构规范运行。

省标院（省物品编码中心）开展

“条码那些事”系列讲座

2019年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重要一年。省标准化研究院（省物品编

码中心）紧扣大局，抓紧作为，围绕《习

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精神，以编码中心成立 30 周年为契

机，于日前组织开展了“条码那些事”系

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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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以“条码办理那些事”“条码商

桥那些事”“条码微站那些事”“条码检

测那些事”等为主题，紧贴一线工作，围

绕实际业务，设立专人专讲，共计划开展

12期业务能力座谈。通过一系列讲座，加

快推进“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条码

工作开展：一是切实提高人员业务能力。

通过业务骨干更务实、更接地气地讲解，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把自身工作与业务技能

相结合，能更好地提高条码工作人员的学

识和业务水平，提升工作质量。二是实现

条码业务工作共享。以相互讲解沟通的形

式，促进部门间的企业需求共享，纠正错

误认识，总结创新服务模式，解决不同部

门间“灯下黑”等问题，实现资源整合和

相互配合新模式，为共同服务企业，协同

发展创造条件。三是增强员工工作认同感

和凝聚力。通过业务和经验交流，更好地

促进了条码工作人员间的互动、学习和了

解，对不同条码工作岗位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形成了相互学习、相互指导的良好风

貌和工作氛围。

截至 2月 19日，该系列讲座已成功举

办 3期，均获得好评。下一步，该院 （中

心）将持续组织开展讲座活动，力求“将

业务知识讲透，理论知识讲深，拓展业务

讲广”，以学习知识带动工作效率，以学习

氛围优化工作氛围，促进服务能力显著提

升。

美国发布通报，修订外部电源节

能标准

美国能源部 （DOE） 于 2019 年 2 月

13 日发布 G/TBT/N/USA/1438 号通报，对

某些外部电源节能标准进行修订。为确保

整个监管框架的一致性，DOE纠正了联邦

政府管理条例（CFR）中出现的外部电源认

证要求的交叉引用，并对 A类外部电源现

行标准的描述进行了修正。具体修正情况

如下：

1. 修正了 10 CFR 429.37（b） （2）

（iv）中的内部交叉引用，对应条款内容改

为：

根据§430.32（w） （5）被豁免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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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发布的通报法规草案将现有的外

注相关法规的最新动态，如需法规原文，

可联系“标准化与市场准入”微信公众号

获取。

载模式外部电源：声明产品被设计为连接

到安全警报或监视系统组件，平均活动模

式效率用百分比（％）表示，铭牌输出功

率用瓦特 （W） 表示，如果铭牌上缺少，

则认证报告还必须包括基本型号的输出电

流（安培，A）或外部电源设计系列中最高

和最低电压模型的输出电流（安培，A）。

2. 修正了 10 CFR 430.2中外部电源的

定义，对应条款内容改为：

外部电源是指用于将家用电流转换为

直流电流或低压交流电流以保障家用电器

正常运作的外部电源电路。但是，该术语

不包括专门设计用于连接和供电的电源电

路、驱动器或设备，如：

（1）提供照明的发光二极管（LED）；

（2） 提供照明的有机发光二极管

（OLED）；

（3）使用直流电动机的吊扇。

3. 修正了 10 CFR 430.32（w） （1）

（i）及（w） （5），A类外部电源相关要求

缺少文本，该文本描述了铭牌输出不超过

250 瓦的 A 类外部电源的最大能耗限制，

对应条款内容更正为：

（w）外部电源。

（1） （i） 除本节 （w） （2） 和 （5）

段另有规定外，2008年 7月 1日或之后制

造的所有 A类外部电源均应符合下列标准：

要闻简报

活动模式

铭牌输出 效率要求 渊十进制的百分数冤

低于 1瓦 铭牌输出的 0.5倍
1瓦到 51瓦之间 总和为铭牌输出的自然对数的 0.09倍和 0.5
大于 51瓦 0.85

空载模式

铭牌输出 最大消耗

不超过 250瓦 0.5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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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号 通报国 通报标题 通报日期

G/TBT/N/CAN/575 加拿大 伏特加酒标准的意向通知 2019-1-16

G/TBT/N/BDI/15 布隆迪 口香糖－规范 2019-1-16

G/TBT/N/ARE/456，

G/TBT/N/BHR/560，

G/TBT/N/KWT/448，

G/TBT/N/OMN/393，

G/TBT/N/QAT/558，

G/TBT/N/SAU/

1101，

G/TBT/N/YEM/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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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幼儿食品 2019-1-16

WTO/TBT通报 渊2019年 2月 16日要2019年 3月 15日冤

专题发布

2019年 1月 16日至 2019年 2月 15日WTO 秘书处共发布了WTO各成员国 147项

TBT通报，其中肯尼亚 30项，马拉维 21项，阿根廷 9项，智利、美国、巴拿马、科威特

各 7项，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厄瓜多尔各 4项，哥斯达黎加、

斯洛文尼亚、泰国、乌克兰各 3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也门、比

利时、哈萨克斯坦、韩国、洪都拉斯、加拿大、墨西哥、尼加拉瓜、欧盟、日本、萨尔瓦

多、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各 2项，巴西、玻利维亚、秘鲁、布隆迪、立陶宛、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土耳其、乌干达、乌拉圭、以色列、意大利、英国各 1项。

渊一冤 2019年 2月WTO/TBT通报信息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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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ARE/455，

G/TBT/N/BHR/559，

G/TBT/N/KWT/447，

G/TBT/N/OMN/392，

G/TBT/N/QAT/557，

G/TBT/N/SAU/

1100，

G/TBT/N/YEM/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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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儿配方食品、后续配方食品和特殊医疗用途的配方

食品
2019-1-16

G/TBT/N/CHL/465 智利 杀虫剂 2019-1-16

G/TBT/N/TPKM/354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关于儿童雨衣法定检查要求的修订提案 2019-1-16

G/TBT/N/TPKM/353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进口食品 2019-1-16

G/TBT/N/TPKM/352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无线充电器 2019-1-16

G/TBT/N/IDN/16/

Add.2
印度尼西亚 印尼国家混凝土钢筋强制标准 2019-1-16

G/TBT/N/UKR/145 乌克兰 关于批准化妆品技术法规 2019-1-17

G/TBT/N/PAN/91/

Add.1
巴拿马 中央空调、整体式空调和分体式空调的能效和标签 2019-1-17

G/TBT/N/PAN/90/

Add.1
巴拿马 分体式自由流动无管变制冷剂流量空调能效和标签 2019-1-17

G/TBT/N/PAN/94/

Add.1
巴拿马

额定输出功率 0.746 kW至 373 kW的三相鼠笼式交

流感应电动机能效
2019-1-17

G/TBT/N/MEX/308/

Add.6
墨西哥

商品和服务。蛋及蛋产品。卫生规定和规范。测试方

法
2019-1-17

G/TBT/N/PAN/92/

Add.2
巴拿马 能效－家用冰箱与冰柜 2019-1-17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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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KEN/774 肯尼亚 包装－操作规范－第 1部分：玻璃容器 2019-1-21

G/TBT/N/KEN/777 肯尼亚 法律公告 No. 127，旧 /二手道路车辆进口商通知 2019-1-21

G/TBT/N/ARG/108/

Add.2
阿根廷 液化石油气:复合容器（瓶） 2019-1-21

G/TBT/N/ARG/93/

Add.3
阿根廷 酒精饮料－葡萄酒 2019-1-21

G/TBT/N/ARG/340/

Add.1
阿根廷 钢丝绳 2019-1-21

G/TBT/N/KEN/778 肯尼亚 食品包装用纸盘和杯子－规范 2019-1-22

G/TBT/N/ECU/342，

G/TBT/N/PER/110

玻利维亚，

厄瓜多尔，

哥伦比亚，

秘鲁

化妆品生产管理规范 2019-1-17

G/TBT/N/GBR/33 英国 环境保护（棉签） （苏格兰）法规 2019 2019-1-18

G/TBT/N/TP-

KM/327/Add.1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电子马桶法定检验要求 2019-1-18

G/TBT/N/JPN/618 日本
法令“兽医产品监管规则”和“兽药产品制造质量和

质量控制”修订草案
2019-1-18

G/TBT/N/CHL/253/

Add.2
智利 手提式灭火器安全和标签 2019-1-18

G/TBT/N/BEL/43 比利时 卷烟、手卷烟和水烟标准化包装的皇家法令 2019-1-18

G/TBT/N/BEL/42 比利时
卷烟、手卷烟、水烟以及卷烟和手卷烟用纸的普通标

准化单位包装和外包装要求
2019-1-18

G/TBT/N/KEN/775 肯尼亚 与食品接触的纸和纸板包装材料－规范 2019-1-21

G/TBT/N/KEN/776 肯尼亚 包装辅助材料－操作规范－第 1部分：干燥剂 2019-1-21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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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TUR/146 土耳其 食品标签和向消费者提供信息的法规 2019-1-23

G/TBT/N/ARG/355 阿根廷 太阳镜质量要求 2019-1-23

G/TBT/N/ARG/251/

Add.2
阿根廷 人用药物制剂 2019-1-23

G/TBT/N/PAN/88/

Add.1
巴拿马 室内空调的能效和标签 2019-1-24

G/TBT/N/PAN/89/

Add.1
巴拿马 分体式自由流动无管道空调能效和标签 2019-1-24

G/TBT/N/BRA/772/

Add.2
巴西 熏鱼鉴定和质量特征技术法规 2019-1-25

G/TBT/N/ARG/82/

Add.2
阿根廷 压缩或液化天然气 2019-1-25

G/TBT/N/GTM/95/

Add.1
危地马拉 乳制品。熟奶酪。规范 2019-1-28

G/TBT/N/GTM/62/

Add.1
危地马拉 兽药及相关产品。卫生注册和控制要求 2019-1-28

G/TBT/N/KEN/782 肯尼亚 棉花工业－操作规范 2019-1-22

G/TBT/N/KEN/780 肯尼亚 包装调味饮用水－规范 2019-1-22

G/TBT/N/KEN/779 肯尼亚 与食品接触的纸和纸板－水萃取物中甲醛的测定 2019-1-22

G/TBT/N/KEN/781 肯尼亚 剑麻工业－操作规范 2019-1-22

G/TBT/N/KOR/808 韩国 “医疗设备标准规范法规”修订案 2019-1-23

G/TBT/N/UKR/148 乌克兰
农业政策和食品部关于批准咖啡提取物和菊苣提取物

要求的法令草案
2019-1-23

G/TBT/N/UKR/146 乌克兰
农业政策和食品部关于批准果汁和某些类似产品要求

的法令草案
2019-1-23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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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CRI/172/

Add.1
哥斯达黎加 乳制品。熟奶酪。规范 2019-1-28

G/TBT/N/SLV/199/

Add.1
萨尔瓦多 乳制品。熟奶酪。规范 2019-1-28

G/TBT/N/CRI/84/

Add.1
哥斯达黎加 兽药及相关产品 2019-1-28

G/TBT/N/SLV/126/

Add.1
萨尔瓦多 兽药及相关产品 2019-1-28

G/TBT/N/CAN/577 加拿大 产生干扰设备标准咨询 2019-1-30

G/TBT/N/KEN/789 肯尼亚 甘薯面包－规范 2019-1-30

G/TBT/N/KEN/792 肯尼亚 可可粉－规范－可可糖混合物 2019-1-30

G/TBT/N/KEN/791 肯尼亚 可可脂－规范 2019-1-30

G/TBT/N/KEN/788 肯尼亚 甘薯酱－规范 2019-1-30

G/TBT/N/KEN/787 肯尼亚 甘薯生产和处理－操作规范 2019-1-30

G/TBT/N/KEN/790 肯尼亚 巧克力－规范 2019-1-30

G/TBT/N/KEN/784 肯尼亚 婴儿毯－规范 2019-1-30

G/TBT/N/KEN/793 肯尼亚 汽车汽油（高级汽车汽油）－规范 2019-1-30

G/TBT/N/KEN/783 肯尼亚 汽车瓦斯油（汽车柴油）－规范 2019-1-30

G/TBT/N/KEN/786 肯尼亚 男式裤子－规范－第 1部分：制作要求 2019-1-30

G/TBT/N/PAN/96/

Add.1
巴拿马 乳制品。熟奶酪。规范 2019-1-30

G/TBT/N/KAZ/23 哈萨克斯坦 食品添加剂 2019-1-30

G/TBT/N/KAZ/22 哈萨克斯坦 儿童和青少年产品安全 2019-1-30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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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KWT/451 科威特 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第 1部分:一般要求 2019-1-31

G/TBT/N/KWT/455 科威特 墙壁和天花板安装的电动轨道系统的特殊要求 2019-1-31

G/TBT/N/KWT/454 科威特 电线开关的特殊要求 2019-1-31

G/TBT/N/KWT/453 科威特 带或不带互锁的开关插座和连接器 2019-1-31

G/TBT/N/KWT/456 科威特 普通照明用发光二极管（LED）模块－安全规范 2019-1-31

G/TBT/N/US-

A/1334/Add.2
美国

修订国家允许物质和禁止物质清单（作物、畜牧和处

理）
2019-1-31

G/TBT/N/US-

A/516/Add.1
美国 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机动车制动液 2019-1-31

G/TBT/N/JPN/619 日本 关于合理使用能源法案的通报 2019-1-31

G/TBT/N/HND/56/

Add.1
洪都拉斯 兽药及相关产品 2019-2-01

G/TBT/N/HND/56/

Add.1
洪都拉斯 乳制品。熟奶酪。规范 2019-2-01

G/TBT/N/US-

A/1353/Add.1
美国 撞火枪托装置 2019-1-31

G/TBT/N/NIC/105/

Add.1
尼加拉瓜 兽药及相关产品 2019-2-01

G/TBT/N/MEX/378/

Add.2
墨西哥

管理用于收集、运输和配送碳氢化合物、石油产品和

石化产品的管道完整性
2019-2-05

G/TBT/N/CHL/465/

Add.1
智利 制定杀虫剂授权要求 2019-2-05

G/TBT/N/NIC/157/

Add.1
尼加拉瓜 乳制品。熟奶酪。规范 2019-2-01

G/TBT/N/CRI/122/

Add.3
哥斯达黎加 电气规范 2019-2-05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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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ISR/1033 以色列 色漆和清漆－一般要求 2019-2-05

G/TBT/N/UGA/1020 乌干达 深甜糖蜜和黑糖蜜－规范，第 1版 2019-2-05

G/TBT/N/COL/228/

Add.2
哥伦比亚 进口或国产锌碳碱性电池与电池组技术法规 2019-2-05

G/TBT/N/E-

CU/34/Rev.1/Add.2
厄瓜多尔 家用致冷电器能效。能耗报告、测试方法和标签 2019-2-06

G/TBT/N/E-

CU/3/Rev.1/Add.3
厄瓜多尔 家用电冰箱 2019-2-06

G/TBT/N/E-

CU/12/Rev.1/Add.3
厄瓜多尔 陶瓷产品。餐具、厨具、其它家庭用品和盥洗用品 2019-2-06

G/TBT/N/SAU/991/

Rev.1
沙特阿拉伯 挂车和半挂车技术法规 2019-2-07

G/TBT/N/LTU/35 立陶宛 酒精饮料 2019-2-07

G/TBT/N/IDN/79/

Add.2
印度尼西亚

印尼液化石油气（LPG）钢瓶高压调节阀强制国家标

准
2019-2-07

G/TBT/N/ARG/38/

Add.9
阿根廷 汽车安全零件和 /或配件 2019-2-07

G/TBT/N/CHL/450/

Add.1
智利 电器产品安全分析和 /或检测协议 2019-2-07

G/TBT/N/CHL/446/

Add.1
智利 电器产品安全分析和 /或检测协议 2019-2-07

G/TBT/N/TTO/120
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
混凝土砌块－强制要求 2019-2-07

G/TBT/N/SVN/107 斯洛文尼亚“精选质量”计划规范－水果和水果产品 2019-2-07

G/TBT/N/SVN/106 斯洛文尼亚 新鲜牛肉、猪肉和禽肉精选质量计划规范 2019-2-07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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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SVN/105 斯洛文尼亚 关于“精选质量”计划的规范－牛奶和奶制品 2019-2-07

G/TBT/N/SAU/993/

Rev.1
沙特阿拉伯

建筑材料技术法规－第 IV部分:砖、瓦、陶瓷和卫生

洁具
2019-2-07

G/TBT/N/IDN/37/

Add.4
印度尼西亚 印尼釉面陶瓷餐具强制国家标准 2019-2-07

G/TBT/N/IDN/19/

Add.9
印度尼西亚

印尼液化石油气（LPG）钢瓶低压调节器强制国家标

准
2019-2-07

G/TBT/N/EU/641 欧盟 化学物质 2019-2-07

G/TBT/N/ARG/208/

Add.2
阿根廷 便携电源：纽扣电池和电池组 2019-2-08

G/TBT/N/CHL/440/

Add.1
智利

电力与燃料委员会（SEC）电气产品安全分析和 /或

检测协议
2019-2-08

G/TBT/N/CHL/297/

Add.1
智利 洗衣机 2019-2-08

G/TBT/N/ARG/334/

Add.1
阿根廷 人用药 2019-2-08

G/TBT/N/MWI/30 马拉维 熏鳍鱼、熏香鳍鱼和熏干鳍鱼－规范 2019-2-12

G/TBT/N/MWI/29 马拉维 鲜鱼和冷冻鱼 -规范 2019-2-12

G/TBT/N/MWI/28 马拉维 速冻鱼片 -规范 2019-2-12

G/TBT/N/MWI/31 马拉维 咸鱼和干咸鱼 -规范 2019-2-12

G/TBT/N/MWI/32 马拉维 番茄浓缩汁 -规范 2019-2-12

G/TBT/N/MWI/33 马拉维 番茄汁和番茄酱 -规范 2019-2-12

G/TBT/N/MWI/34 马拉维 保藏西红柿 -规范 2019-2-12

G/TBT/N/MWI/35 马拉维 色漆底漆 -规范 2019-2-12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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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MWI/39 马拉维 动物脂肪 -规范 2019-2-12

G/TBT/N/MWI/36 马拉维 装饰性高光泽搪瓷漆 -规范 2019-2-12

G/TBT/N/MWI/37 马拉维 强化食用油 -规范 2019-2-12

G/TBT/N/MWI/38 马拉维 植物酥油 -规范 2019-2-12

G/TBT/N/MWI/19 马拉维 复合材料 -规范 2019-2-12

G/TBT/N/MWI/20 马拉维 玉米强制标准草案 2019-2-12

G/TBT/N/MWI/21 马拉维 面包 -规范 2019-2-12

G/TBT/N/MWI/25 马拉维 海产和鲜鱼、甲壳类和软体动物的咸饼干 -规范 2019-2-12

G/TBT/N/MWI/24 马拉维 香肠 -规范 2019-2-12

G/TBT/N/MWI/23 马拉维 养殖罗非鱼 -规范 2019-2-12

G/TBT/N/MWI/22 马拉维 新鲜和冷冻全鳍鱼 -规范 2019-2-12

G/TBT/N/US-

A/772/Add.1
美国 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 2019-2-12

G/TBT/N/US-

A/863/Add.2/Corr.1
美国 消费品能源节约计划 2019-2-12

G/TBT/N/US-

A/1432/Add.1
美国 新住宅木材加热器 2019-2-12

G/TBT/N/THA/532 泰国 烟草产品 2019-2-13

G/TBT/N/THA/533 泰国 食品器具 2019-2-13

G/TBT/N/MWI/27 马拉维 沙丁鱼和沙丁鱼罐头 -规范 2019-2-12

G/TBT/N/MWI/26 马拉维 小型淡水鱼类的鱼干 -规范 2019-2-12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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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THA/1439 泰国 肉类、熟肉和肉制品管理法规修订案 2019-2-13

G/TBT/N/USA/1439 美国 肉类、熟肉和肉制品管理法规修订案 2019-2-13

G/TBT/N/KEN/806 肯尼亚 热带水果沙拉罐头－规范 2019-2-14

G/TBT/N/KEN/805 肯尼亚 奶酪 -规范 2019-2-14

G/TBT/N/KEN/804 肯尼亚 丹波奶酪 -规范 2019-2-14

G/TBT/N/KEN/803 肯尼亚 盐水奶酪 -规范 2019-2-14

G/TBT/N/KEN/802 肯尼亚 布里奶酪 -规范 2019-2-14

G/TBT/N/KEN/801 肯尼亚 卡芒贝尔奶酪 -规范 2019-2-14

G/TBT/N/KEN/800 肯尼亚 淡炼乳 -规范 2019-2-14

G/TBT/N/KEN/799 肯尼亚 加工奶酪 -规范 2019-2-14

G/TBT/N/KEN/798 肯尼亚 奶酪 -规范 -第 4部分：提尔西特 2019-2-14

G/TBT/N/KEN/797 肯尼亚 奶酪－规范－第 3部分：高达 2019-2-14

G/TBT/N/KEN/796 肯尼亚 奶酪－规范－第 2部分：切达 2019-2-14

G/TBT/N/ITA/34 意大利 关于汽车座椅提醒系统的部颁法令草案 2019-2-14

G/TBT/N/KOR/811 韩国 医疗设备法案执行法规 2019-2-15

G/TBT/N/EU/643 欧盟 化学物质 2019-2-15

G/TBT/N/URY/26/

Corr.2
乌拉圭 食品包装 2019-2-15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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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消费品召回 | 2019 年第 5

周欧盟 RAPEX通报情况分析

根据 2019年第 5周 RAPEX预警通报

（2月 1日发布），本周欧盟发布了 50例产

品通报，我国大陆被通报的产品有 14例，

占全部通报的 28.0%，主要涉及业余爱好 /

运动设备类、玩具类、服装，纺织品与时

尚类、日用电器与设备类产品。

表 1 第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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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189/19 业余爱好/
运动设备类

荷兰 自平衡车 GOCLEVER 烧伤曰
火灾

机械指令曰
EN 60335-1曰
EN 62133-2

撤出市场

A12/0152/19 玩具类 法国
玩具

滑板车
illumination 受伤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销毁产品曰
拒绝入境

A12/0168/19 玩具类 法国
儿童化装

舞会服装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182/19 玩具类 波兰 推拉玩具 ECOTOYS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使产品的营

销符合先决

条件

A12/0184/19 玩具类 法国 益智玩具 Makeblock 烧伤曰
化学危害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曰
EN 62115

拒绝入境

A12/0191/19 玩具类 荷兰 挤压玩具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195/19 玩具类 法国 毛绒玩具 未知
化学危

害曰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曰
EN 71-3

撤出市场

A12/0196/19 玩具类
拉脱维

亚
电动玩具 未知 环境污染 RoHS2 撤出市场

A12/0200/19 玩具类 瑞典
科学

工具包
Alga 环境污染 RoHS2 撤出市场

A12/0169/19 服装纺织品

与时尚类
德国 女式凉鞋 ElleNor 化学危害 REACH 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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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看出，本周被通报的有 4类产

品，分别被采取了不同的通报措施，主要

有撤出市场、销毁产品、拒绝入境、使产

品的营销符合先决条件、召回。其中：

业余爱好 /运动设备类被通报 1项，主

要原因是存在烧伤、火灾的危害，违反了

机械指令、EN 60335-1家用和类似用途电

器安全 第 1部分 一般要求、EN 62133-2

含碱性或其它非酸性电解液的蓄电池和蓄

电池组———便携式密封蓄电池和由它们组

成的便携式蓄电池组的安全要求———第 2

部分：锂系统；

玩具类 8 项，主要原因是存在受伤、

窒息、烧伤、化学危害、环境污染的危害，

违反了玩具安全指令、EN 71-1玩具安全

第 1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EN 62115电

动玩具 安全、REACH 法规、EN 71-3 玩

具安全 - 第 3 部分：特定元素的转移、

RoHS2法规；

服装，纺织品和时尚类 1项，存在化

学危害的危害，违反了 REACH法规；

日用电器与设备类 4项，主要原因是

存在触电的危害，违反了低电压指令、EN

60950信息技术设备安全。

非常规版本 渊特别指出冤
表中品牌为 Samsung（仿冒产品），名

称为 Samsung EP-TA20EWE,批号／条形

码未知的产品，被鉴定出该产品是假冒产

品。该产品如下图所示：

专题发布

A12/0153/19 日用电器与

设备类
瑞典

USB
充电器

Samsung
渊仿冒产品冤 触电

低电压指令曰
EN 60950 撤出市场

A12/0154/19 日用电器与

设备类
瑞典

USB
充电器

未知 触电
低电压指令曰

EN 60950 撤出市场

A12/0155/19 日用电器与

设备类
瑞典

USB
充电器

未知 触电
低电压指令曰

EN 60950 撤出市场

A12/0156/19 日用电器与

设备类
瑞典

USB
充电器

未知 触电
低电压指令曰

EN 60950 撤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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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士官方提交的通报文件标注出该

风险类型为触电，初级和可接入的次级电

路之间的电绝缘和间隙 / 爬电距离是不够

的，用户会触摸可触及的带电部件并接触

电击。该产品不符合低电压指令和相关欧

洲标准 EN 60950的要求。

（三）专题研究：我国与乌克兰吸

尘器能源标签标准比对研究

前言院 我国是吸尘器生产及出口大国，

欧洲和日本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2016

年，乌克兰内阁发布了“吸尘器能源贴标

技术规范批准”决议草案，旨在批准符合

2010 年 5 月 19 日发布的欧洲议会指令

2010/30/EU以及欧洲理事会有关吸尘器能

源贴标指令、2013年 5月 3日发布的欧盟

批准的第 665/2013 号委员会指定规范

（EU）的吸尘器能源贴标技术规范，该技术

法规草案规定了向消费者

提供真空吸尘器能效等级

的信息要求。通过制定尘

器能源贴标技术规范，建

立符合欧洲法律要求的能

耗产品能源贴标要求。通

过对比研究我国与乌克兰

有关吸尘器能源标签的相

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可减

少出口商因能源贴标要求

所造成的贸易壁垒，保障

我国出口家用吸尘器在欧

盟市场以及乌克兰市场的

占有率。

1 能源效率尧 清洁效率与灰尘排放等

级比较

1.1 能源效率

乌克兰贴标技术规范中规定吸尘器能

源效率等级分为 10级，其能效等级规定分

为两个阶段，时间节点是 2017 年 9 月 1

日，具体数值规定如表 1所示。与此同时，

欧盟真空吸尘器 ErP及能源标识实施条例

草案规定能源标识分三个阶段实施：真空

吸尘器生态设计实施条例生效后 1年：标

识上显示 A~G级；真空吸尘器生态设计实

施条例生效后 2 年：标识上显示 A++~E

级；真空吸尘器生态设计实施条例生效后 4

年：标识上显示 A+++~D 级，而 2017 年

是欧盟真空吸尘器生态设计实施条例生效

第 4年，其中，能源标识上显示的能效等

级取决于年耗电量（AE）值，如表 2所示。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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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乌克兰能源效率等级

能源效率等级

每年能耗量 渊AE冤 /渊kWh冤
吸尘器能源贴标技术规范 渊野技术规范冶冤

生效日开始流通的吸尘器

2017年 9月 1日开始流通的吸尘
器能源贴标要求

亍+++ 渊最节能冤 - AE臆10.0
亍++ - 10.0约AE臆16.0
亍+ - 16.0约AE臆22.0
亍 AE臆28.0 22.0约AE臆28.0
兀 28.0约AE臆34.0 28.0约AE臆34.0
爻 34.0约AE臆40.0 34.0约AE臆40.0
D 40.0约AE臆46.0 AE跃40.0
E 46.0约AE臆52.0 -
F 52.0约AE臆58.0 -

G 渊最不节能冤 AE逸58.0 -

能效等级
年耗电量 渊AE冤 /渊KWH/YR冤

第三阶段

A+++ AE臆10.0
A++ 10.0<AE 臆16.0
A+ 16.0< AE 臆22.0
A 22.0< AE 臆28.0
B 28.0< AE 臆35.0
C 35.0< AE 臆43.0
D AE >43.0
E 无

F 无

G 无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无 无

无 AE臆16.0
无 16.0<AE 臆22.0

AE臆28.0 22.0< AE 臆28.0
28.0< AE 臆35.0 28.0< AE 臆35.0
35.0< AE 臆43.0 35.0< AE 臆43.0
43.0< AE 臆52.0 43.0< AE 臆52.0
52.0< AE臆62.0 AE >52.0
62.0< AE 臆78.0 无

AE >78.0 无

表 2 欧盟能效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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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 SN/T

3241.10-2015《进出口家用及类似用途电

器检验技术要求第 10部分：真空吸尘器》

的第 4.3.3条，规定了真空吸尘器的吸尘率

（dpu）：自 2014年 9月 1日起，出口欧盟

的真空吸尘器，地毯吸尘率 （dpuc）应当

大于等于 0.70，硬地板吸尘率（dpuhf）应

当大于或等于 0.95；自 2017 年 9 月 1 日

起，地毯吸尘率 （dpuc） 应当大于等于

0.75，硬地板吸尘率（dpuhf）应当大于或

等于 0.98。

对比乌克兰和我国的清洁效率规定，

从今年 9月份起，我国地毯吸尘率（dpuc）

将至少达到乌克兰 E级清洁效率，硬地板

我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 SN/T

3241.10-2015《进出口家用及类似用途电

器检验技术要求第 10部分：真空吸尘器》

的第 4.3.1和 4.3.2条规定了出口欧盟的真

空吸尘器的能效要求：自 2014年 9月 1日

起，出口欧盟的真空吸尘器的年度能耗应

不超过 62.0kW·h/a；自 2017年 9 月 1 日

起，真空吸尘器的年度能耗应不超过

43.0kW·h/a，这恰好符合了欧盟以及乌克

兰所规定的 D级能效等级。

1.2 清洁效率

乌克兰规定吸尘器清洁效率分为 7 个

等级，每个等级的吸尘质量规定如表 3所

示。

专题发布

表 3 清洁效率等级

清洁效率等级 地毯吸尘质量 渊dpuc冤 硬地板吸尘质量 渊dpuhf冤

A 渊最高效冤 dpuc逸0.91 dpuhf逸1.11

B 0.87臆dpuc约0.91 1.08臆dpuhf约1.11

C 0.83臆dpuc约0.87 1.05臆dpuhf约1.08

D 0.79臆dpuc约0.83 1.02臆dpuhf约1.05

E 0.75臆dpuc约0.79 0.99臆dpuhf约1.02

F 0.71臆dpuc约0.75 0.96臆dpuhf约0.99

G 渊最低效冤 dpuc约0.71 dpuhf约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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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灰尘排放等级

灰尘排放等级 灰尘排放等级 渊dre冤

D 0.20%约dre臆0.35%

E 0.35%约dre臆0.60%

F 0.60%约dre臆1.00%

G 渊最低效冤 dre跃1.00 %

A 渊最高效冤 dre臆0.02%

B 0.02%约dre臆0.08%

C 0.08%约dre臆0.20%

吸尘率（dpuhf）将至少达到乌克兰 F级清

洁效率。

1.3 灰尘排放等级

根据乌克兰吸尘器能源贴标技术规范，

其灰尘排放等级分为 7级，最高效是 A级，

最低效为 G级，如表 4所示。而我国的相

关标准并没明确规定灰尘排放等级。由于

欧盟和日本是我国吸尘器的主要出口地，

出口这两个国家 /地区的吸尘器的灰尘排放

要求参照当地的规定执行。

2 对能源标签的要求

对于不同的出口国，吸尘器的能效贴

标要求存在差异。我国并未对出口各国的

吸尘器能效标签样式作出规定，应遵循出

口国对于能源标签的相关规定。乌克兰吸

尘器能源贴标技术规范详细规定了吸尘器

能效标签技术规则生效之日起至 2017年 9

月 1日，以及 2017年 9月 1日后两个阶段

的通用、硬质地板、地毯三种吸尘器的能

源贴标样式。能源贴标吸尘器应包含卖方

名称或商标、字母与数字的吸尘器型号代

码、吸尘器能源效率等级、吸尘器平均每

年能耗（以 kWh每年为单位）、灰尘排放

等级、地毯清洁效率等级、硬质地板清洁

效率等级、声功率等级。2017年 9月 1日

起，通用、硬质地板、地毯吸尘器的贴标

设计图如图 1、图 2、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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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通用吸尘器能源贴标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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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硬地板吸尘器能源贴标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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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地毯吸尘器能源贴标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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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测量与计算流程

3.1 每年能耗计算

3.1.1乌克兰规定的吸尘器每年能耗测

算方法

乌克兰关于吸尘器的每年能耗测算方

法根据吸尘器的适用类别划分成三个不同

的计算方法，得到的每年能耗（AE）值单

位对应为 kWh/ 年，精确到最近小数点位

置。三种类型的吸尘器对应的年能耗公式

计算如下：

地毯吸尘器：

AEc=4 ×87 ×50 ×0.001 ×ASEc ×

（ 1-0.20
dpuc-0.20

）；

硬质地板吸尘器：

AEhf =4 ×87 ×50 ×0.001 ×ASEhf ×

（ 1-0.20
dpuhf -0.20

）；

通用吸尘器：

AEgp=0.5×AEc+0.5×AEhf

式中：

ASEc———平均特定能耗，kWh/m2。在

地毯上测试时，使用下列公式计算；

ASEhf———平均特定能耗， kWh/m2。

在硬质地板上测试时，使用下列公式计算；

dpuc———根据当前附录第 3 小段规定

来计算地毯吸尘质量；

dpuhf———根据当前附录第 3小段规定

来计算硬质地板吸尘质量；

50———每年标准清洁量；

87———需清洁的标准区域，m2；

4———吸尘器通过地板各点的标准次数

（两次往返）；

0.001———W转化成 kWh的换算因数；

1———吸尘质量标准值；

0.2———5次及 2次往返后的吸尘质量

之差的标准值。

平均特定能耗（ASE）

地毯测试期间的平均特定能耗（ASEc）

与硬质地板测试期间的平均特定能耗

（ASEhf）分别表示地毯和硬质地板测试期

间，预期清洁循环数量的特定能耗 （SE）

平均值。用于计算地毯或硬质地板吸尘器

以及通用吸尘器测试表面特定能耗（SE）

的通用公式（单位Wh/m2），可适用于地毯

或硬地板吸尘器以及通用吸尘器，精确到

三位小数，且应使用合适的后缀：SE＝

（P+NP）×T
A

式中：

P———清洁循环过程中，吸尘头中心通

过测试区域期间的平均功率，W，精确到

两位小数；

NP———电池驱动吸尘器的动力吸嘴等

效功率平均值，W，精确到两位小数，根

据下列公式计算；

T———清洁循环过程中，吸尘头中心

（吸尘头侧边、前端与后端正中间的点位）

通过测试区域的时间，h，精确到四位小

数；

A———清洁循环过程中，吸尘头所覆盖

的面积，即吸尘头宽度与测试区域相关长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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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乘积的十倍，m2，精确到三位小数。

若家用吸尘器的吸尘头宽度大于 0.32m，

则在运算中，应使用 0.32m来代替吸尘头

的实际宽度。

硬质地板测试时，上述公式应使用 hf

指数和 SEhf、Phf、NPhf、thf 以及 Ahf 参数；

地毯测试时，上述公式应使用 c 指数和

SEc、Pc、NPc、tc、Ac参数。对于每一清洁

循环，技术文件应包含相关指标参数 SEhf、

Phf、NPhf、thf、Ahf及 /或 SEc、Pc、NPc、tc、

Ac。

电池驱动动力吸嘴（喷嘴）等效平均

值（NP）

计算适用于地毯吸尘器、硬质地板吸

尘器及通用吸尘器的电池驱动动力吸嘴

（喷嘴） 平均等效功率的通用公式（单位

W）为：

NP＝ E
tbat

式中：

E———执行清洁循环后，吸尘器动力吸

嘴将原先满电的电池恢复至原先满电的状

态所需的每小时电能消耗量，精确到三位

小数；

Tbat———清洁循环持续时间，h（精确

到四位小数），在该清洁循环中，电池驱动

动力吸嘴（附件）根据制造商指示用于吸

尘器。

若吸尘器未安装电池驱动的动力吸嘴

（附件），则 NP值为零。

硬质地板测试时，上述公式应使用 hf

指数和 NPhf、Ehf、tbathf参数；地毯测试时，

上述公式应使用 c指数和 NPc、Ec、tbatc参

数。对于每一清洁循环，技术文件应包含

与指标 Ehf、 tbathf 及 / 或 Ec、tbatc 有关的

值。

3.1.2 我国吸尘器每年能耗计算方法

我国轻工行业标准 QB/T 1561—2014

《家用和类似用途真空吸尘器》中的 6.6条

规定，年度能耗按照 IEC 60312-2010 中

6.16的规定进行测试，真空吸尘器在地毯

上使用时的年度能耗按以下公式计算：

AEC＝4×87 ×50 ×0.001 ×ASEC×

（ 1-0.15
dpuc-0.15

）

式中：

4———吸尘器在地毯上每个点移动的标

准次数（2个双行程）；

87———标准待清洁面积，m2；

50———1 年中 1 小时清洁任务的标准

次数；

0.001———W·h转化为 kW·h的标准系

数；

1———标准除尘能力；

-0.15———5次往复运行与 2次往复运

行之间的标准差；

ASEc———真空吸尘器在地毯上的单位

能耗，W·h/㎡。按照 IEC 60312-1:2010

中 6.16.1.4 的规定进行测试，得出 E（10

m2），ASEc计算公式：ASEc＝
E（10m2）
10×3600

。

真空吸尘器在地毯上使用时的年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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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按以下公式计算：

AEhf＝4×87×50×0.001×ASEhf×

（ 1-0.15
dpuhf-0.15

）

式中：

4———吸尘器在地毯上每个点移动的标

准次数（2个双行程）；

87———标准待清洁面积，m2；

50———1 年中 1 小时清洁任务的标准

次数；

0.001———W·h转化为 kW·h的标准系

数；

1———标准除尘能力；

-0.15———5次往复运行与 2次往复运

行之间的标准差；

ASEhf为真空吸尘器在地毯上的单位能

耗，W·h/m2，按照 IEC 60312-1:2010 中

6.16.2.4 的规定进行测试，得出 E（10

m2） ， ASEhf 计 算 公 式 ： ASEhf ＝

E（10m2）
10×3600

。

从我国和乌克兰国吸尘器每年能耗的

计算方法比较可以看出，其主要区别在于 5

次及 2次往返后吸尘质量之差的标准值，

以及乌克兰国另外规定了通用吸尘器每年

能耗的计算方法。

3.2 吸尘质量计算

3.2.1 乌克兰吸尘质量计算方法

硬质地板吸尘质量（dpuhf）应为两个

清洁循环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地毯吸尘质量（dpuc）应为两个清洁循

环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校正地毯测试的

原始参数偏差，地毯吸尘量（dpuc）应根据

下列公式计算：

dpuc＝dpum×（
dpucal

dpuref
）

式中：

dpum———测量得出的吸尘器吸尘量；

dpucal———地毯处于原始状态时测得的

参考吸尘器系统的吸尘值；

dpuref———测量得出的参考吸尘器系统

的吸尘量。

技术文件应注明一清洁循环的相关指

标 dpum、dpuc，dpucal和 dpuref的值。

3.2.2 我国吸尘质量计算方法

dpuc在我国定义为灰尘去除能力，其

计算公式为：

dpuc＝
dpucm

100
× dpucal

dpuref

式中：

dpucm———测得的真空吸尘器在地毯上

的吸尘率（地毯上的除尘能力），%；

dpucal———测试地毯处于原始状态下测

量，经校准后的参考真空吸尘器系统的吸

尘率，%；

dpuref———测得的参考真空吸尘器系统

的吸尘率，%。

从两国的吸尘质量计算方法来看，乌

克兰用量值来表示吸尘质量，我国用吸尘

率来计算除尘能力，计算方法以及其中的

变量并无区别。

3.3 声功率等级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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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将声功率级定义为排入空气的

噪音等级，单位为分贝（dB），标称值 1帕

瓦，取与其值最接近的整数。声功率等级

所测得的值不超过声称值的 15%。

我国规定吸尘器的声功率级噪声（Lw）

不应大于表 5的规定。吸尘器的噪声实测

值不应大于明示值 +2dB（A）。并规定了噪

声的测试方法按照 GB/T 4214.2—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噪声测试方法真空吸

尘器的特殊要求》，用半球法进行测试。

3.4 灰尘排放

从我国现有标准中看，并未明确规定

吸尘器灰尘排放的测量方法，而乌克兰规

定了应在吸尘器以最大空气流量运作时计

算灰尘排放量，所测值不超过声称值的

15%。

4 结束语

虽然目前乌克兰并不是我国吸尘器的

主要出口国，但是乌克兰发布《吸尘器能

源标签技术规范》的目标之一就是为了符

合欧洲法律要求的能耗产品能源标签要求。

通过比对研究我国与乌克兰吸尘器能效标

签要求，有利于我国了解欧洲市场以及乌

克兰对于吸尘器能源标签的最新规定，发

现我国现有的标准存在的不足并加以改进。

因此，国内的吸尘器出口商应重点关注和

检查吸尘器产品的实际技术特征是否符合

能源效率等级、清洁效率等级、灰尘排放

等级、每年能耗、在空气中的噪音传播率

等技术规范的要求。（摘自《轻工标准与

质量》 2017年第 1期）

表 5 我国吸尘器的声功率级噪声 渊Lw冤
限值规定 渊单位院 dB 渊A冤冤

卧式 81

产品结构 噪声限值

手持式/立式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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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专题

欧盟发布 G/TBT/N/EU/641号通报，
将对叔丁基苯酚（PTBP）列入高度关注物清单

欧盟委员会于 2019 年 2 月 7 日发布

G/TBT/N/EU/641号通报，将对叔丁基苯酚

（PTBP）列入高度关注物清单。

对叔丁基苯酚 （英文名称 p-tert-

Butylphenol， 4-t-Butylphenol） 又名 4-

叔丁基苯酚（4-tert-Butylphenol），1-羟

基 -4- 叔丁基苯 （1-Hydroxy-4-tert-

butylbenzene）， 4-（1， 1，二甲 基乙

基———苯酚 （4- (1,1-Dimethylethyl)phe-

nol），简称 PTBP。PTBP具有抗氧化性质，

可用于橡胶、肥皂、氯代烃和消化纤维的

稳定剂。紫外线吸收剂，农药、橡胶、涂

料等防龟裂剂。例如用于聚碳树脂、叔丁

基酚醛树脂、环氧树脂、聚氯乙烯、苯乙

烯的稳定剂。此外还是制造医药驱虫剂，

农药杀螨剂克螨特，香料、植物保护剂的

一带一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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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也可用作软化剂、溶剂、染料与油

漆的添加剂，润滑油的抗氧剂，油田破乳

剂及车用燃料的添加剂。

根据 REACH 法规，有下列之一的物

质，可以被视为非常高关注物质(SVHC)：

（1） CMR类：致癌物、致突变物、对

生殖系统有毒的物质；

（2） PBT类：持久性、生物累积性的

有毒物质；

（3） vPvB类：永久性和高生物积累物

质；

（4）可能对人类健康环境产生严重影

响的物质。

研究表明，暴露于 PTBP 会导致对鱼

类性发育严重且不可逆转的不良反应，受

影响的鱼类种群最终将全部成为雌性。

2016年 8月德国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提交

了将 PTBP列为高度关注物质的鉴定材料，

有科学证据表明由于其具有内分泌干扰特

性，可能对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经过几个

月的探讨，欧盟成员国对 PTBP 的影响达

成了共识，认同该物质符合世界卫生组织 /

国际化学计划安全 （WHO/IPCS）对内分

泌干扰物的定义。

本次欧盟发布通报将 PTBP 列入高度

关注物清单，相关出口企业要积极关注欧

盟相关法规的最新动态，在生产过程中及

时调整工艺以符合欧盟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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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食品安全和质量保证理事会于

2019 年 2 月 13 日发布 G/TBT/N/ZAF/234

号通报，根据“农产品标准法”（1990年

第 119号法案），拟对在南非共和国销售的

豆类制定质量标准、容器、包装和标识、

取样、检查方法，以及违法行为的处罚等

规定。

根据通报草案，在市场上销售的豆类

产品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基本条件

（a）成分为成熟的豆类干种子；

（b）不含任何不适合人类食用，或加

工成饲料的毒素、化学物质或任何其他物

质；

（c）有毒种子或麦角菌核病数量不超

过《食品，化妆品和消毒剂法》 （1972年

第 54号法）规定的限值；

（d）不含任何霉味、异味，颜色或味

道没有明显的；

（e）不含动物粪便、玻璃、金属、煤

炭或昆虫；

（f）每个豆类等级的含水量不超过下列

限值：

2. 容器要求

装有豆类的容器须─

（a）由以下材料制造─

（i）保护其内容免受污染;

（ii）不会给被盛装物带来任何不良的

风味或气味。

（b）足够坚固，在正常储存、搬运过

程中不会撕裂或破裂；

（c）包装完整；

（d）保持清洁；

（e）妥善密封；

（f）如属零售数量的豆类，则先前未经

使用。

3. 包装要求

（1）不同类别的豆类须单独包装，除

具有混合豆类的情况外。

金砖国家专题

南非制定豆类分级、包装和标识的规定

金砖国家专题

类别 含水量

i 扁豆 14%
ii 豌豆 16%
iii 鹰嘴豆 14%
iv 黄豆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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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与市场准入微信号

更多信息请添加微信二维码院

4. 标记要求

（1） （a）除（b）段的条文另有规定

外，用于零售的豆类容器，须在主面板或

其他显眼位置标示：

（i）包装商 /进口商的名称或注册商标

及地址；

（ii）豆类类别；

（iii）豆类等级（可选）；

（iv）按照《计量法》 （2014年第 9号

法案）要求标明豆类的净重。

（v）“Product of”，后面接原产地或

符合《食品，化妆品和消毒剂法》的原产

地规则的名称。

（b） 容器上的任何图示应表达准确，

特别是就豆类的颜色和类型。

（2）当零售业中须出售数量庞大的豆

类时：

（a）除混合豆类外，不同类别和等级

的豆类，应分开存放；

（b）第 （1） （a） 款所提述的详情，

须以明显清晰易读的字母及数字显示，而

这些字母及数字的垂直高度至少为 100毫

米。

本次南非发布的豆类产品分类、包装、

标识等要求涉及内容广、要求较明细，相

关生产及出口企业要积极关注相关法规的

最新动态，在生产过程中及时调整工艺，

如需法规原文可联系“标准化与市场准入”

微信公众号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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