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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简报

国务院正式取消名称核准

近日，国务院决定取消“名称预先核

准 （包括企业、企业集团、个体工商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名称预先核准）”等 25项

行政许可事项。取消审批后，改为企业

（包括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自主

申报名称，市场监管部门在企业注册登记

时核准名称。

另外，为了落实“放得开、接得住、

管得好”的要求，加快推进名称登记制度

改革，市场监管总局起草了《市场监管总

局关于做好取消企业名称预先核准行政许

可事项衔接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这份《征求意见稿》中提到，在 2019

年 5月底前，全面推行企业名称自主申报，

不再发放《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在浙江，为加快名称登记制度改革，

关于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的探索由来已久。

2017年 5月，杭州地区率先试点企业

名称自主申报，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经总

局批准，浙江于 2018年 8月在全省范围内

实行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并制定了 《浙江

省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登记管理试行办法》，

办法规定了除涉及前置审批事项或者企业

名称核准与企业设立登记不在同一登记机

关外，实行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登记，企业

名称不再实行预先核准。自主申报的企业

名称有效期只有 30天，相比于名称核准登

记的 6个月时间大大缩短，有利于减少冗

余名称，释放名称活力。同时对全程电子

化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全省正式上线企

业名称自主申报。

针对名称自主申报可能引起较多名称

争议的情况，为公正、及时处理企业名称

争议，保护企业名称所有人的合法权益，

浙江于 2018年 8月 6日印发了《关于印发

浙江省企业名称争议处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进一步规范企业名称争议的处理流程

和文书规范。

下一步，根据国务院和总局要求，浙

江将完善企业名称自主申报，优化企业登

记服务。

一是优化企业登记流程。企业名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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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登记时与其他登记事项一并审查。申

请人可以在办理企业登记时直接向登记机

关一并申报企业名称和设立登记。

二是完善禁限用规则。不断完善企业

名称通用禁限用规则，加强企业名称禁限

用字词库动态维护和管理，及时更新和清

理禁限用字词。

三是加强信息化建设。对全程电子化

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实现名称行业与主营

业务自动匹配，不断优化名称申报系统功

能，提升智能化申报水平，加强对自主申

报名称的监督检查。

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统一启用和换

发新版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是登记机关依法颁发给各类

市场主体的重要凭证，商事制度改革以来，

营业执照所关联的市场主体信息越来越丰

富，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为贯彻落实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履行统一登记市场

主体职责，2019年 3月 1日全国市场监管

部门统一启用和换发新版营业执照。与原

版营业执照相比，新版营业执照具有以下

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展示市场监管新气象。适应机构

改革要求，使用“市场监督管理”及拼音

字母作为背景文字，将监制单位调整为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体现市场监管

部门负责市场主体登记的法定职责。对装

饰图案进行重新设计，使用波浪形边框，

寓意在合理有效的市场监管下，市场主体

蓬勃发展、市场秩序公平有序。优化版面

布局和防伪技术，展示营业执照美观大方、

易于识别、不易伪造的特点。此外，现版

《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

《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代表证》

中的监制单位名称等也一并进行调整。

二是体现商事制度改革新成果。新版

营业执照实现了二维码与公示系统无缝链

接，在显著位置增加“扫描二维码登录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了解更多登

记、备案、许可、监管信息”提示语，扫

描二维码可以快速查询该企业的公示信息，

方便社会各界了解企业情况，进一步扩大

营业执照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应用，为企业

自律、部门监管和社会共治奠定坚实基础。

三是保证法定记载事项清晰明确。在

实现营业执照样式统一的前提下，按照现

行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维持现有事项不

变，分别适用公司法人、非公司企业法人、

合伙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人独资企

业、个体工商户、各类非法人企业、分公

司、分支机构，方便社会公众迅速了解和

区分不同类型市场主体的法定登记事项、

基本组织结构和责任形式，保证营业执照

的法定性、稳定性和一贯性。

四是注重节约成本和保障质量相统一。

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下发了《新版营业执照

印制标准》和《新版营业执照打印标准》，

在保证版面设计简洁大方的同时，保持原

印制纸张不变、原印制工艺不变、现有打

印设备均可正常使用，没有增加印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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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放成本。

从 2019年 3月 1日起，全国市场监管

部门将为准予设立登记、变更登记以及补

发营业执照的各类市场主体，统一颁发新

版营业执照。之前存续的各类市场主体，

可以继续使用原版营业执照，也可以申请

换发新版营业执照。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 2018 年

消费投诉举报情况分析白皮书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今天发布《2018年

消费投诉举报情况白皮书》，显示 2018年

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消费诉求 92.8万

件，其中投诉 38.1 万件，占全部诉求的

41.1%；举报 25.4 万件，占全部诉求的

27.4%；咨询 29.3 万件，占全部诉求的

31.5%，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3.2亿元。

据统计，受理的 92.8 万件消费诉求

中，消费者通过互联网、来信、来电、来

人等多种渠道进行提交，其中通过热线电

话受理投诉举报咨询 38.2万件，占诉求总

量的 41.2%；通过互联网（包括网站、微

信号、手机 APP等）渠道受理 29.6万件，

占诉求总量的 31.9%；通过来信受理 10.5

万件，占诉求总量的 11.3%；通过来人来

访受理 14.5万件，占诉求总量的 15.6%。

从投诉品类上看，全省受理服务消费

投诉 28.7万件，连续五年超过商品消费投

诉，主要集中在美容美发、洗染等居民服

务，机动车、家用电器等维修服务，电信

服务和文娱健身服务等方面。从消费方式

看，线上网购消费投诉中商品投诉占比较

大，而线下实体消费中服务投诉较多。随

着我省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城

乡居民随着收入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对服务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更加注

重生活品质的提高。

从举报的问题看，涉及违反产品质量

管理法规、违反食品安全法规、违反企业、

个体私营登记管理法规和违反广告管理法

规的举报较多，共占 61.2%。网店商品质

量、侵犯知识产权和虚假宣传；餐饮食杂

店无证无照经营；冒用身份证件登记经营

主体、未在注册地址上营业等问题比较突

出。

《2018 年消费投诉举报情况白皮书》

显示，我省 2018年消费投诉显示出以下特

点：

老年保健品投诉较多。2018年，全省

共受理保健品相关投诉 4445 件，同比增

13.9%。消费者反映的主要问题有涉嫌发

布虚假违法广告、夸大产品功效、变相违

法传销、未经许可生产经营、以次充好等，

销售活动往往以会议营销、线上营销、旅

游营销等方式进行，场所转移性大，营销

手段隐蔽，受害群体以老年人为主，销售

形式以线上销售为主，成为维权难点。建

议老年人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购买前仔细

查看商家是否具备销售资质，购买时留意

索要购买凭证，尽量向有固定营业场所的

商家购买。同时倡导年轻人多关心关爱家

中的老年人，对其消费行为要进行正确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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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和引导，避免上当受骗。

停车收费乱象众多。2018年全省共受

理停车收费 11779 件，占总数的 17.5%，

同比增长 35%，相对集中在经济发达和热

点旅游地区。消费者反映的主要问题有停

车场所未设置或者故意隐匿停车收费公示

牌、不按收费公示收费、不对外停车场收

费人员收取外来车辆停车费、停车场计费

系统时间计量存在误差等。根据《浙江省

定价目录》 （2018年）规定，对于公共停

车场收费统一由市 （县）人民政府定价，

消费者如需了解收费标准可向当地有关部

门进行咨询；对于非配套设施经营性停车

场地收费，消费者如发现存在问题，可及

时与相关收费单位进行沟通交涉，也可以

通过 12345或 12315反映。

商品房买卖问题突出。2018年，全省

共受理商品房买卖投诉 7118 件，同比增

42.4%。从受理地区看，反映问题较多的

主要是杭州、嘉兴、宁波等经济发达地区。

消费者反映的主要问题有全装修楼盘装修

备案价过高、装修材料规格标准与约定不

符、捆绑销售高价车位、对学区规划和公

共配套作引人误解的宣传等。根据《浙江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的规定，房地产经营者预售全装修商

品房的，应当提供交付样板房。交付样板

房的保留时间，自全装修商品房交付消费

者之日起不少于六个月，或者自建设项目

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少于两年。消费者

在购买商品房特别是全装修商品房时，要

对合同事项予以明确，避免头脑一热匆忙

下单，事后追悔投诉。

汽车消费投诉趋增。2018年全省共受

理汽车类投诉 16228件，同比增 8.2%，其

中新车投诉占汽车类投诉的 58.1%，二手

车投诉占汽车投诉的 41.9%。此外，涉及

机动车维修服务的投诉占修理维护服务类

投诉的 39.2%。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有

强制签订不对等的格式合同、强制搭售保

险、支付定金后加收不合理费用、车贷还

清情况下押金退还难、提车后发现重要部

件存在故障、多次修理仍无法正常、修理

过程收费不透明等等。此外，由于目前 4S

店普遍采用以车辆合格证抵押贷款的融资

模式，经销商将资金挪作他用使车辆合格

证无法赎回，导致消费者无法顺利上牌的

情况也时有发生。汽车是当前居民日常消

费中不可或缺的大件商品，消费金额大，

问题复杂多元。消费者要加强法律意识，

在确认车辆购置相关信息后再签定合同，

切忌盲目缴纳定金。在提车环节可向消保

委等社会组织寻求帮助，借助第三方专业

人士验车评估。同时保留好相关凭证等证

据材料，以便出现纠纷时能顺利维权。

长租公寓服务发展与问题并存。2017

年全年该领域投诉 74件，2018年全年该

领域投诉达 245件，同比增长 231.1%。消

费者反映的主要问题有居住环境室内甲醛

超标严重、装修材料质量堪忧、误导租客

与网贷平台签订租房贷款合同、以租客的

信用换取资金并存在资金挪用等。由于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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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公寓属新兴产业，建议进一步明确部门

分工职责，促进工作协调配合，推进信息

共享和共治共管。

运动健身投诉居高不下。2018年全省

共受理运动健身投诉 1811 件，同比上升

24.8%。不少运动健身场所经营者对市场

定位不够准确，前期盲目投入资金，随后

由于运营管理不完善导致问题频频，投诉

增多。消费者反映的主要问题有转退卡收

取高额手续费、经营者倒闭关停或者故意

携款逃匿、私教离职、财物丢失、锻炼受

伤等。根据《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自

营业执照核准登记之日起六个月后，方可

发放单用途商业预付凭证；企业法人提供

的单张记名预付凭证金额不得超过五千元，

单张不记名预付凭证金额不得超过一千元；

其他经营者对同一消费者提供的记名预付

凭证金额不得超过两千元，单张不记名预

付凭证金额不得超过五百元。鉴于当前运

动健身行业预付式消费日渐普遍的问题，

消费者要加深相关法律的了解，拒绝高额

充值，遇到纠纷及时拿起法律武器进行维

权。

冯水华谈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部署

优化市场监管服务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通过优化市场监管与服务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将是今年浙江

省市场监管系统工作的主基调。全系统上

下要在培育市场主体方面下功夫，在推动

市场主体的转型升级方面出实招。”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书记、

局长冯水华

近日，在谈及学习政府工作报告的体

会时，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局长冯水华表示，

浙江是市场化程度高度发达的省份，作为

工作职能与市场主体联系最为广泛的部门

之一，新组建的浙江省市场监管局今年将

立足以大部门大监管激发大市场活力，围

绕力量整合、信息共享、模式创新和能力

提升等方面，梳理聚焦工作重点，健全适

应新要求的监管工作规则、工作制度和工

作体系，让市场主体拥有更多、更优的发

展机会，要争取做成几件在全国有影响力、

引领性的事情。

冯水华说，李克强总理的报告明确指

出，顶住经济下行压力、增强内生发展动

力，关键在于市场主体要有活力。浙江民

营经济发达、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上一直

有着鲜明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优势，在当

前关键时期，更要在巩固既有优势的基础

上，进一步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竞争环境、

消费环境推进制度供给和政策供给，构建

高效的放管服机制。

冯水华表示，浙江立志打造全国营商

环境最优省份。一方面在商事制度改革中

要通过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将常态

化企业开办时间压缩到平均 3个工作日以

内，以提效率倒逼减事项、减环节、减材

料；另一方面，浙江将把市场信用作为市

场主体的核心要素资产加以培育、维护和

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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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让浙江信用成为浙江营商环境核心，

以信用撬动金融等要素支持，让市场主体

的好思路、好创意能够快速变成产品，快

速投入市场，快速成长壮大。

冯水华认为，越是在稳增长、调结构、

促转型的阶段，市场机制越能成为高质量

发展的内生动力，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具体

表现在“优胜劣汰”上，能不能实现“优

胜劣汰”是检验竞争环境优劣的唯一标准，

透明、公正、高效的市场监管是形成“优

胜劣汰”竞争环境的先决条件，这要求市

场监管部门要紧扣高质量、竞争力和现代

化，深入打好市场监管组合拳。要推进市

场监管部门和跨部门“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制度化、规范化，要强化公平竞争审

查与反垄断执法，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

查制度 100%覆盖”要求，深入整治违法违

规价费行为与不正当竞争行为。

冯水华说，抓监管是市场监管部门维

护市场秩序的主要职责，但也要深刻意识

到，监管和服务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

要在服务发展大局中找准监管工作定位，

要善于寓监管于服务之中。

冯水华介绍说，优质的公共服务也是

浙江省局落实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的另一个重要抓手，今年浙江

省局出台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0条举

措，滚动实施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深

入开展民营经济对接现代金融、现代技术

和人力资源活动，力争全年新增八大万亿

产业小微企业 5万家以上、“个转企”1万

家以上，力争每年为民营企业解决贷款

2000亿元以上。在优势产业领域开展企业

标准先进性评价，新增“品字标”企业 300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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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专业市场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放

心消费示范单位 2万家，打造省级“一站

式”技术服务综合体 30家以上，常态化开

放实验室 100家以上。

打造知识产权生态最优省《2019

年浙江省知识产权生态优化行动实施

方案》发布实施

3月 14日，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召

开知识产权生态优化行动实务公示会，发

布了《2019年浙江省知识产权生态优化行

动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陈振

华副局长出席公示会。

《方案》以建设知识产权强省为目标，

从加快聚力融合发展、完善知识产权保护

体制机制、推动上下联动均衡发展和推进

便民利企夯实基础上，全面融入大市场、

大保护、大服务、高质量工作理念，提出

2019年全省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25

件，每百户企业国内注册商标拥有量达到

89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 1800件以上，

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年申请量 400件以上，

专利权、商标权质押总额达到 100亿元以

上，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更加健全，社会满

意度明显提升的工作目标。具体举措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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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个方面：一是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区域示

范创强；二是加快专利执法重心下移；三

是启动知识产权保护综合执法亮剑行动；

四是推进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体系建设；五

是完善知识产权运营体系；六是狠抓知识

产权创造质量；七是培育知识产权强企；

八是提升农产品品牌品质；九是增强知识

产权公共服务能力。

陈振华在会上指出，作为今年浙江省

市场监管系统重点推进的五大行动之一，

知识产权生态优化行动是省市场监管局围

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对标知识产权

强省建设总要求，从维护企业诉求、响应

群众关切、回应基层呼声的视角，坚持

“市场有效、政府有为、企业有利、百姓受

益”，结合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和当前我省

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中的短板问题提出的。

知识产权生态优化行动实施方案全面体现

了市场监管“1234”工作理念，是市场监

管系统稳企业、稳预期、防风险，进一步

激发浙江市场活力、释放内需潜力、增强

发展动力的重要举措。

陈振华强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新

时代党中央激励创新、推进高质量对外开

放的重大举措，是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区域

核心竞争力的主要着力点。浙江要通过生

态优化行动进一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省

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市场监管体制机制

优势，聚焦聚力高质量、竞争力、现代化，

着力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

理、服务全链条，推动专利、商标、地理

标志、商业秘密等各领域融合发展，打造

知识产权生态最优省。

新华社、中新社、浙江日报、浙江在

线等多家中央和省级主流新闻媒体及省市

场监管局有关处室负责人出席公示会。

印度 ISI 强制认证法规更新———

扩增家用电器产品

2018年底，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陆续发

布公文通知即将在 2019年的不同阶段扩增

更多家用电器产品列入 ISI认证强制产品范

围（认证标志如下图）。

ISI 强制性标志认证是适合于任何国家

海外制造商的认证体系。目前认证领域覆

盖的大类有：

1.水泥和混凝土；2家用电子电器；3.

干电池；4.食品；5.油压炉；6.医疗器械；

7.汽车配件；汽缸阀门；8.钢材；9.化工肥

料；10. 电容 11.油压炉；12.大型变压器；

13. 马达 14.中高压电线电缆；15. 燃气热

水器等；从 1986年起根据产品类别分不同

阶段施行强制法规至今。

电子电器类产品中以电容产品（如表

1）已于 2018年 2月 1日起正式实施强制，

2019年还有新增或计划新增的管制产品目

录（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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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电容产品

测试标准 产品名称 强制日期

IS 2993 A.C. motor capacitors
交流马达电容

2018年 2月 1日

IS 13340
Power Capacitors of Self-healing Type for AC Power Systems having Rated
Voltage up to 650V
额定电压不超过 650V的交流电源系统自愈式电力电容器

2018年 2月 1日

IS 13585
Part 1

Shunt Power Capacitors of the Non -Self -Healing Type for AC System
having a Rated Voltage up to and Including 1000V 院 Part -1 General
Performance, Testing and Rating Safety Requirements Guide for Installation
and Operation
额定电压不超过 1000V的交流系统非自愈式并联电力电容器;第 1部分
一般性能袁 测试和安装操作安全要求指南

2018年 2月 1日

表 2 新增或计划新增的管制产品目录

测试标准 产品名称 强制日期

IS 302 (Part 2/
Section 14)

Hand-held Blender
手持式搅拌机

2019年 5月 1日

IS 4250
Domestic Electric Food Mixer (Liquidizers and Grinders) and
Centrifugal Juicer
家用电动食品搅拌机 渊液体搅拌机和研磨机冤 和离心榨汁机

2019年 5月 1日

IS 15558
Instantaneous Domestic Water Heater for use with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石油液化气即热式家用热水器

2019年 5月 1日

IS : 1391 : Part 2 Room Air Conditioners 渊Part 2 Split Air Conditioners冤
房间空调器 渊分体机冤

预计 2019年 8月袁
待 BIS公布最后日期

IS : 1391: Part 1 Room Air Conditioners – Part 1 : Unitary Air Conditioners
房间空调器 渊单元空调器冤

预计 2019年 8月袁
待 BIS公布最后日期

IS : 8148 Packaged Air Conditioners
柜式空调器

预计 2019年 8月袁
待 BIS公布最后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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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 10617 Hermetic Compressor
封闭式压缩机

预计 2019 年 8 月 袁
待 BIS公布最后日期

IS : 11338
Thermostats for use in Refrigerators, Air Conditioners, Water
Coolers and Beverage Coolers
用于冰箱袁 空调袁 水冷机袁 冷柜的温控器

预计 2019 年 8 月 袁
待 BIS公布最后日期

IS : 11329 Finned Type Heat Exchanger for Room Air Conditioner?
房间空调器使用的翅片型热交换器

预计 2019 年 8 月 袁
待 BIS公布最后日期

IS院 1293 Plugs and Socket outlet
插头和插座

2018 年 11 月份公布
法规草案袁 具体强制
日期待定

IS: 15884
Alternating Current Direct connected static Prepayment Meters
for Active Energy (Class 1 and 2 )
接入交流电的静态预付费电表

2018 年 11 月份公布
法规草案袁 具体强制
日期待定

ISI认证基本流程

●工厂准备认证资料

●BIS审核资料并委派验厂员

●验厂员跟工厂确认排期和验厂具体

时间

●验厂及抽样测试

●BIS审核测试和验厂报告签发证书

由于 ISI认证时间较久，希望涉及出口

强制产品的企业做好准备，为产品进入印

度市场提早获得清关证书。

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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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号 通报国 通报标题 通报日期

G/TBT/N/TPKM/357

台湾、澎

湖、金门和

马祖的单独

关税地区

冷金属车削机和加工中心 2019-2-18

G/TBT/N/LKA/39 斯里兰卡 汽车排放尾气 2019-2-18

G/TBT/N/ARE/457,

G/TBT/N/BHR/561，

G/TBT/N/KWT/471，

G/TBT/N/OMN/394，

G/TBT/N/QAT/559，

G/TBT/N/SAU/1102，

G/TBT/N/YEM/162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巴

林王国、科

威特、阿

曼、卡塔

尔、沙特阿

拉伯王国、

也门

烟草产品包装 2019-2-18

WTO/TBT通报 渊2019年 3月 16日要2019年 4月 15日冤

专题发布

2019年 2月 16日至 2019年 3月 15日WTO秘书处共发布了WTO各成员国 205项

TBT通报，其中科威特 53项，肯尼亚 43项，卢旺达 17项，乌干达 14项，台湾金马单独

关税区 12项，坦桑尼亚 9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8项，美国 7项，中国 5项，韩国和沙特

阿拉伯 4项，秘鲁和墨西哥 3项，卡塔尔、孟加拉国、日本、欧盟各 2项，印度、印度尼

西亚、阿根廷、乌克兰、土耳其、以色列、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南非、乌拉

圭、智利、加拿大、古巴、加纳各 1项。

渊一冤 2019年 3月WTO/TBT通报信息

专题发布

10



《国际贸易技术壁垒》（资讯·内参）2019/3总第 178期

G/TBT/N/TZA/236 坦桑尼亚 芒果干 2019-2-20

G/TBT/N/TPKM/362

台湾、澎

湖、金门和

马祖的单独

关税地区

电力贮水箱，带密封式压缩机 2019-2-20

G/TBT/N/TPKM/361

台湾、澎

湖、金门和

马祖的单独

关税地区

电饭锅 2019-2-20

G/TBT/N/TPKM/360

台湾、澎

湖、金门和

马祖的单独

关税地区

太阳镜及太阳镜镜片 2019-2-20

G/TBT/N/TPKM/359

台湾、澎

湖、金门和

马祖的单独

关税地区

化妆品 2019-2-20

G/TBT/N/TPKM/358

台湾、澎

湖、金门和

马祖的单独

关税地区

烟草和人造烟草替代品 2019-2-20

G/TBT/N/KEN/809 肯尼亚 芒果罐头、梨罐头和菠萝罐头 2019-2-20

G/TBT/N/KEN/808 肯尼亚 莫林加叶产品 2019-2-20

G/TBT/N/BGD/1 孟加拉国 销售和分销强制性认证涵盖的产品 2019-2-20

G/TBT/N/ARG/356 阿根廷 含汞产品 2019-2-20

G/TBT/N/CS/N/199 美国 技术性贸易壁垒良好做法守则 2019-2-20

G/TBT/N/USA/1440 美国 一般服务灯具 2019-2-21

G/TBT/N/KOR/812 韩国 医药产品 2019-2-21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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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TZA/237 坦桑尼亚 咸牛肉罐头 2019-2-22

G/TBT/N/PER/111 秘鲁 有机农产品 2019-2-22

G/TBT/N/MEX/449 墨西哥 处理开放来源放射性材料的设施 2019-2-22

G/TBT/N/IND/87 印度 食品 2019-2-22

G/TBT/N/CHN/1311 中国 化妆品 2019-2-22

G/TBT/N/THA/534 泰国 新充气轮胎，橡胶 2019-2-25

G/TBT/N/KEN/823 肯尼亚 儿童鞋 2019-2-25

G/TBT/N/KEN/822 肯尼亚 儿童鞋 2019-2-25

G/TBT/N/KEN/821 肯尼亚 女士的开放鞋 2019-2-25

G/TBT/N/KEN/820 肯尼亚 女士的紧身鞋 2019-2-25

G/TBT/N/KEN/819 肯尼亚 男子开放鞋 2019-2-25

G/TBT/N/KEN/818 肯尼亚 男式紧身鞋 2019-2-25

G/TBT/N/KEN/817 肯尼亚 有毒物质的储存和处理 2019-2-25

G/TBT/N/KEN/813 肯尼亚 罐装水果 2019-2-21

G/TBT/N/KEN/812 肯尼亚 罐装苹果酱 2019-2-21

G/TBT/N/KEN/811 肯尼亚 速冻蔬菜 2019-2-21

G/TBT/N/BGD/2 孟加拉国 医药产品 2019-2-21

G/TBT/N/TZA/241 坦桑尼亚 包装肉制品 2019-2-22

G/TBT/N/TZA/240 坦桑尼亚 肉类香肠 2019-2-22

G/TBT/N/TZA/239 坦桑尼亚 去壳家禽 2019-2-22

G/TBT/N/TZA/238 坦桑尼亚 牛肉等级和削减 2019-2-22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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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KEN/816 肯尼亚 无水氨：储存和处理 2019-2-25

G/TBT/N/KEN/815 肯尼亚 外部污水系统 2019-2-25

G/TBT/N/KEN/814 肯尼亚 职业安全和健康：拆除建筑物 2019-2-25

G/TBT/N/ESP/40 西班牙 动物保健产品 2019-2-25

G/TBT/N/UGA/1028 乌干达 食品添加剂 -食品级明胶 2019-2-26

G/TBT/N/UGA/1027 乌干达 食品添加剂 -食品级氮 2019-2-26

G/TBT/N/UGA/1026 乌干达 水泥和混凝土用粉煤灰 2019-2-26

G/TBT/N/TPKM/363

台湾、澎

湖、金门和

马祖的单独

海关辖区

农药和其他农用化学品 2019-2-26

G/TBT/N/KEN/827 肯尼亚 编织的水泥聚烯烃袋 2019-2-26

G/TBT/N/KEN/826 肯尼亚 渔网 2019-2-26

G/TBT/N/KEN/825 肯尼亚 家用窗帘和窗帘织物 2019-2-26

G/TBT/N/KEN/824 肯尼亚 道路车辆的车身和部件 2019-2-26

G/TBT/N/JPN/620 日本 可能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物质 2019-2-26

G/TBT/N/EU/644 欧盟 农药活性物质 2019-2-26

G/TBT/N/TPKM/368

台湾、澎

湖、金门及

马祖的独立

关税地区

手提箱 2019-3-1

G/TBT/N/TPKM/367

台湾、澎

湖、金门及

马祖的独立

关税地区

化妆品 2019-3-1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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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TPKM/366

台湾、澎

湖、金门及

马祖的独立

关税地区

有机农产品 2019-3-1

G/TBT/N/TPKM/365

台湾、澎

湖、金门及

马祖的独立

关税地区

有机农产品 2019-3-1

G/TBT/N/TPKM/364

台湾、澎

湖、金门及

马祖的独立

关税地区

有机农产品 2019-3-1

G/TBT/N/SGP/49 新加坡 烟草产品 2019-3-1

G/TBT/N/RAW/218 卢旺达 口香糖 2019-3-1

G/TBT/N/RAW/217 卢旺达 咖啡 2019-3-1

G/TBT/N/JPN/621 日本 无线局域网系统 2019-3-1

G/TBT/N/EU/645 欧盟 甲基托布津(农药活性物质) 2019-3-1

G/TBT/N/USA/1443 美国 防晒药品 2019-3-4

G/TBT/N/USA/1442 美国 电动车辆 2019-3-4

G/TBT/N/USA/1441 美国 电器、消费品、商业 /工业设备 2019-3-4

G/TBT/N/RAW/219 卢旺达 男式紧身鞋 2019-3-4

G/TBT/N/KWT/479 科威特 可焊接聚氨酯漆包圆铜线 2019-3-4

G/TBT/N/KWT/478 科威特 橡胶绝缘电缆 2019-3-4

G/TBT/N/KWT/477 科威特 电磁遥控开关 2019-3-4

G/TBT/N/KWT/476 科威特 家用和类似固定电气装置的开关 2019-3-4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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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KWT/474 科威特 用于冷水和热水的聚丙烯管道 2019-3-4

G/TBT/N/KWT/473 科威特 橡胶绝缘电缆 2019-3-4

G/TBT/N/KWT/472 科威特 实心混凝土砌块 2019-3-4

G/TBT/N/KEN/834 肯尼亚 水果、果汁和蜜桃 2019-3-4

G/TBT/N/KEN/833 肯尼亚 泡菜 2019-3-4

G/TBT/N/KWT/475 科威特 应急照明灯具 2019-3-4

G/TBT/N/KEN/832 肯尼亚 芒果干 2019-3-4

G/TBT/N/KEN/829 肯尼亚 密封储存袋 2019-3-4

G/TBT/N/KEN/828 肯尼亚 便携式硬质塑料密封谷物筒仓 2019-3-4

G/TBT/N/KEN/831 肯尼亚 果酱、果冻 2019-3-4

G/TBT/N/KEN/830 肯尼亚 水果饮料 2019-3-4

G/TBT/N/SAU/1105
沙特阿拉伯

王国
食品 2019-3-5

G/TBT/N/SAU/1103
沙特阿拉伯

王国
无线电接收机 2019-3-5

G/TBT/N/PER/112 秘鲁 大麻及其衍生物 2019-3-5

G/TBT/N/KWT/482 科威特 开关、隔离器、开关 -隔离器和熔断器 -组合装置 2019-3-5

G/TBT/N/KWT/481 科威特 延时开关 2019-3-5

G/TBT/N/KWT/480 科威特 聚乙烯醇乙醛漆包圆铜线 2019-3-5

G/TBT/N/KOR/814 韩国 户外运动设备 2019-3-5

G/TBT/N/KOR/813 韩国 户外运动设备 2019-3-5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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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KEN/843 肯尼亚 生物质炉 2019-3-5

G/TBT/N/KEN/842 肯尼亚 公路、铁路和海上散装运输液化石油气 2019-3-5

G/TBT/N/KEN/841 肯尼亚 液化石油气装置 2019-3-5

G/TBT/N/KEN/840 肯尼亚 用于液化石油气的可安装燃烧器 2019-3-5

G/TBT/N/KEN/839 肯尼亚 国内液化石油气钢瓶烧烤 2019-3-5

G/TBT/N/KEN/838 肯尼亚 可运输可再充钢和铝液化石油气钢瓶 2019-3-5

G/TBT/N/KEN/837 肯尼亚 液化石油气可填充焊接钢瓶 2019-3-5

G/TBT/N/KEN/836 肯尼亚 竹林产品 2019-3-5

G/TBT/N/KEN/835 肯尼亚 糖霜 2019-3-5

G/TBT/N/IDN/121 印度尼西亚 电气设备 2019-3-5

G/TBT/N/ARE/458，

G/TBT/N/BHR/562，

G/TBT/N/KWT/483，

G/TBT/N/OMH/395，

G/TBT/N/QAT/560，

G/TBT/N/SAU/1104，

G/TBT/N/YEM/163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巴

林王国、科

威特国、阿

曼、卡塔

尔、沙特阿

拉伯王国、

也门

能源饮料 2019-3-5

G/TBT/N/TZA/244 坦桑尼亚 编织手帕性能 2019-3-6

G/TBT/N/TZA/243 坦桑尼亚 室内装潢织物 2019-3-6

G/TBT/N/TZA/242 坦桑尼亚 机织、无纺布、针织和花边家用窗帘和窗帘 2019-3-6

G/TBT/N/KWT/521 科威特 剩余电流操作断路器 2019-3-6

G/TBT/N/KWT/520 科威特 剩余电流操作断路器 2019-3-6

G/TBT/N/KWT/519 科威特 玻璃纤维缠绕树脂或清漆浸渍，裸或漆包圆铜线 2019-3-6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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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KWT/518 科威特 弧焊焊条持有人 2019-3-6

G/TBT/N/KWT/517 科威特 用于柔性连接的缆索和电缆 2019-3-6

G/TBT/N/KWT/516 科威特 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2019-3-6

G/TBT/N/KWT/515 科威特 有水供应的钻石钻 2019-3-6

G/TBT/N/KWT/514 科威特 切割金属用磨床 2019-3-6

G/TBT/N/KWT/513 科威特 灯控制装置 2019-3-6

G/TBT/N/KWT/512 科威特 便携式剩余电流装置 2019-3-6

G/TBT/N/KWT/511 科威特 玩具变压器和电源 2019-3-6

G/TBT/N/KWT/510 科威特 家用和类似用途剩余电流监测器 2019-3-6

G/TBT/N/KWT/509 科威特 耐热硅酮绝缘电缆 2019-3-6

G/TBT/N/KWT/508 科威特 橡胶绝缘升降机电缆 2019-3-6

G/TBT/N/KWT/507 科威特 橡胶绝缘升降机弧焊电极电缆 2019-3-6

G/TBT/N/KWT/506 科威特 耐热乙烯 -醋酸乙烯橡胶绝缘电缆覆盖面 2019-3-6

G/TBT/N/KWT/505 科威特 橡胶绝缘和纺织编织线 2019-3-6

G/TBT/N/KWT/502 科威特 可运输机动刨床和加厚机 2019-3-6

G/TBT/N/KWT/501 科威特 工作台磨床 2019-3-6

G/TBT/N/KWT/500 科威特 可运输机动带锯 2019-3-6

G/TBT/N/KWT/499 科威特 灯具制造商 2019-3-6

G/TBT/N/KWT/504 科威特 聚酯漆包圆铜线 2019-3-6

G/TBT/N/KWT/503 科威特 可焊接聚氨酯漆包圆铜线 2019-3-6

专题发布

17



《国际贸易技术壁垒》（资讯·内参）2019/3 总第 178期

G/TBT/N/KWT/498 科威特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电缆卷筒 2019-3-6

G/TBT/N/KWT/497 科威特 灯控制装置 2019-3-6

G/TBT/N/KWT/496 科威特 灯控制装置 2019-3-6

G/TBT/N/KWT/495 科威特 灯具 2019-3-6

G/TBT/N/KWT/494 科威特 剃须刀变压器、剃须刀电源和剃须刀供应装置 2019-3-6

G/TBT/N/KWT/493 科威特 固定电线护套电缆 2019-3-6

G/TBT/N/KWT/492 科威特 聚氯乙烯绝缘软电缆(电缆) 2019-3-6

G/TBT/N/KWT/491 科威特 聚氯乙烯绝缘、屏蔽和未屏蔽控制电缆 2019-3-6

G/TBT/N/KWT/490 科威特 电器开关 2019-3-6

G/TBT/N/KWT/489 科威特 电器开关 2019-3-6

G/TBT/N/KWT/488 科威特 断路器 2019-3-6

G/TBT/N/KWT/487 科威特 电气附件：电线组和互连线组 2019-3-6

G/TBT/N/KWT/486 科威特 隔离开关 2019-3-6

G/TBT/N/KWT/485 科威特 径向臂锯 2019-3-6

G/TBT/N/KWT/484 科威特 剩余电流操作断路器 2019-3-6

G/TBT/N/USA/1445 美国 允许和禁止的物质 2019-3-7

G.TBT/N/USA/1444 美国 爱尔兰土豆 2019-3-7

G/TBT/N/UKR/150 乌克兰 电气和电子设备 2019-3-7

G/TBT/N/UGA/1039 乌干达 包装肉制品 2019-3-7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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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UGA/1038 乌干达 肉类香肠 2019-3-7

G/TBT/N/UGA/1037 乌干达 屠宰家禽 2019-3-7

G/TBT/N/UGA/1036 乌干达 牛肉等级和削减 2019-3-7

G/TBT/N/UGA/1035 乌干达 咸牛肉罐头 2019-3-7

G/TBT/N/UGA/1034 乌干达 水泥编织聚烯烃袋(袋) 2019-3-7

G/TBT/N/UGA/1033 乌干达 卫生毛巾 2019-3-7

G/TBT/N/UGA/1032 乌干达 渔网 2019-3-7

G/TBT/N/UGA/1029 乌干达 可丢弃的成人尿布 2019-3-7

G/TBT/N/TUR/147 土耳其 烟草产品和烟草代用品 2019-3-7

G/TBT/N/ZAF/235 南非 肉类罐头产品 2019-3-11

G/TBT/N/KWT/523 科威特 固定布线用无护套电缆 2019-3-11

G/TBT/N/KWT/522 科威特 往复式内燃机驱动发电机组的交流发电机 2019-3-11

G/TBT/N/KOR/815 韩国 电动汽车充电器和部件 2019-3-11

G/TBT/N/ISR/1034 以色列 机动车 2019-3-11

G/TBT/N/GHA/10 加纳 改进生物量炉灶 2019-3-11

G/TBT/N/UGA/1031 乌干达 家用窗帘和窗帘织物 2019-3-7

G/TBT/N/UGA/1030 乌干达 弃置婴儿尿布 2019-3-7

G/TBT/N/MEX/450 墨西哥 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 2019-3-7

G/TBT/N/BOL/14，

G/TBT/N/COL/237，

G/TBT/N/ECU/343，

G/TBT/N/PER/113

玻利维亚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

秘鲁

现成物品的标签 2019-3-7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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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CHN/1314 中国 医疗器械 2019-3-11

G/TBT/N/CHN/1312 中国 木质牙签 2019-3-11

G/TBT/N/ARE/460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
家用空调 2019-3-11

G/TBT/N/ARE/459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
商业和中央空调 2019-3-11

G/TBT/N/RAW/228 卢旺达 可重复使用的卫生巾 2019-3-12

G/TBT/N/RAW/227 卢旺达 弃置婴儿尿布 2019-3-12

G/TBT/N/RAW/226 卢旺达 可丢弃的成人尿布 2019-3-12

G/TBT/N/RAW/225 卢旺达 渔网 2019-3-12

G/TBT/N/RAW/224 卢旺达 预制混凝土路缘、路缘和通道 2019-3-12

G/TBT/N/RAW/223 卢旺达 雨水收集系统 2019-3-12

G/TBT/N/RAW/222 卢旺达 儿童鞋 2019-3-12

G/TBT/N/RAW/221 卢旺达 女士的开放鞋 2019-3-12

G/TBT/N/RAW/220 卢旺达 女士们的紧身鞋 2019-3-12

G/TBT/N/RAW/233 卢旺达 水质 2019-3-13

G/TBT/N/RAW/232 卢旺达 儿童鞋 2019-3-13

G/TBT/N/RAW/231 卢旺达 男子开放鞋 2019-3-13

G/TBT/N/RAW/230 卢旺达 水泥编织聚烯烃袋(袋) 2019-3-13

G/TBT/N/RWA/229 卢旺达 家用窗帘和窗帘织物 2019-3-13

G/TBT/N/CHN/1315 中国 非公路移动机械柴油机排放污染物 2019-3-13

G/TBT/N/CHN/1314 中国 三轮车辆废气排放 2019-3-13

G/TBT/N/CHL/466 智利 计量、监测和控制系统 2019-3-13

G/TBT/N/Ury/27 乌拉圭 所有葡萄酒 2019-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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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KEB/851 肯尼亚 速溶咖啡 2019-3-14

G/TBT/N/KEN/850 肯尼亚 烤咖啡豆和咖啡 2019-3-14

G/TBT/N/KEN/849 肯尼亚 绿色咖啡豆 2019-3-14

G/TBT/N/KEN/848 肯尼亚 咸牛肉罐头 2019-3-14

G/TBT/N/KEN/847 肯尼亚 牛肉等级和削减 2019-3-14

G/TBT/N/KEN/846 肯尼亚 屠宰家禽 2019-3-14

G/TBT/N/KEN/845 肯尼亚 肉类香肠 2019-3-14

G/TBT/N/KEN/844 肯尼亚 包装肉制品 2019-3-14

G/TBT/N/CAN/579 加拿大 越野引擎和机械 2019-3-14

G/TBT/N/MEX/451 墨西哥 恰帕斯琥珀 2019-3-15

G/TBT/N/CUB/20 古巴 电信设备 201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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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费品召回 | 2019年第 9周

欧盟 RAPEX通报情况分析

根据 2019年第 9周 RAPEX预警通报

（3月 1日发布），本周欧盟发布了 29例产

品通报，我国大陆被通报的产品有 16例，

占全部通报的 55.2%，主要涉及玩具类、

日用电器与设备类、机械类、文具类、服

装纺织品与时尚类产品。

表 4 第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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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359/19 机械类 英国 圆锯锯条 Inter Kert 割伤

机械指令曰 EN
60745曰 EN

62841

从亚马逊网

站售卖产品

中撤出曰 消
费者警告

A12/0348/19 文具类 瑞典
带笔笔记

本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曰

公司报告

A12/0349/19 玩具类 英国 毛绒玩具 Wowmax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暂时禁止供

应尧 提供供应
和展示产品

A12/0355/19 玩具类 波兰 塑料娃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360/19 玩具类 塞浦路斯 塑料娃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361/19 玩具类 塞浦路斯 塑料娃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362/19 玩具类 塞浦路斯 塑料娃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363/19 玩具类 塞浦路斯 塑料软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369/19 玩具类 塞浦路斯 挤压玩具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370/19 玩具类 塞浦路斯 挤压玩具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371/19 玩具类 塞浦路斯 塑料娃娃 Lian Yi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373/19 玩具类 捷克 塑料娃娃 MY STYLE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364/19 服装纺织品
与时尚类

德国 工作手套 Werckmann 化学危害 REACH 召回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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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看出，本周被通报的有 5类产

品，分别被采取了不同的通报措施，主要

有从亚马逊网站售卖产品中撤出、撤出市

场、消费者警告、公司报告、召回、禁止

销售、暂时禁止供应、提供供应和展示产

品。其中：

日用电器与设备类 2项，主要原因是

存在触电、烧伤、火灾危害，违反了低电

压指令 EN 60335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玩具类 10项，主要原因是存在窒息、

化学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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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CH法规；

机械类 2 项，主要原因是存在受伤、

割伤危害，违反了机械指令 EN 60745手持

式电动工具、EN 62841手持式、可移式电

动工具和园林工具的安全；

文具类 1项，存在化学危害，违反了

REACH法规；

服装纺织品与时尚类 1项，存在化学

危害，违反了 REACH法规。

（三）专题研究：世界第六大经济

体———东盟玩具及游戏消费市场概况

东盟拥有大量年轻人口，中产人数不

断扩大。2017年，该区生产总值(GDP)合

计达 27,600 亿美元，是世界第六大经济

体。同时，区内城市化发展迅速，大量外

资流入，加上各地基建发展加快，都有助

释放其庞大经济潜力。

在印尼、泰国及马来西亚，日本动画

及美国卡通电影深受儿童及青少年欢迎。

他们喜欢收集各式相关玩具及角色人偶，

很多人也慢慢成为忠实游戏玩家。这种现

象有助促进玩具及游戏市场的增长。在

2012至 2017年期间，印尼、泰国及马来

西亚的玩具及游戏零售额持续上升，2017

年合计达 24 亿美元，复合年均增长率为

17%，预计在 2022年将达 43亿美元。

根据香港贸发网日前发布报告，集中

探讨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及新加坡(作为

区内枢纽)等东盟市场的出口潜力，为从事

玩具及游戏业的香港中小企业提供实务指

专题发布

A12/0350/19 日用电器

与设备类
法国 吹风机 Homday 触电

低电压指令曰
EN 60335 召回

A12/0372/19 日用电器

与设备类
克罗地亚 吹风机 Camry 烧伤曰 触

电曰 火灾
低电压指令曰

EN 60335
禁止销售曰
召回曰 撤出
市场

A11/0010/19 机械类 芬兰
发动机起

重机
Biltema 受伤 机械指令 禁止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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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报告评估当地零售结构和分销渠道，

并就进入市场的最佳途径和营销策略提供

指引。以下是报告概要：

市场概况

过去数年，全球玩具业承受不同方面

的压力。市场竞争加剧、劳动力及营运成

本上升、消费者喜好变化，以及电子产品

及应用程式兴起等，都令传统玩具制造商

的经营环境充满挑战。

玩具制造商在成熟市场的发展举步维

艰，但在东盟地区，玩具及游戏的销路却

持续录得强劲增长。区内的传统玩具及游

戏业由乐高(LEGO)、孩之宝(Hasbro)及美泰

(Mattel)等跨国企业主导，电子游戏市场则

以索尼(Sony)、苹果(Apple)及腾讯为龙头。

和中国内地相比，东南亚可能是个更

易开拓的电子游戏市场，原因是区内大部

分地方都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商业沟通

语言。同时，东南亚居民使用的社交媒体

平台一般也跟西方社会类似。

东盟的玩具及游戏趋势

东盟的玩具业趋势深受电影及卡通影

响。玩具产品若与实力品牌或电影角色有

关，便可提升吸引度，带动销情。随着东

盟消费者越来越喜欢授权玩具和游戏，玩

具制造商将继续发掘合作机会，推出以热

门电影及卡通角色为主题的产品。

近年，多款经典玩具在东盟市场再度

出现。商家为这些玩具加入智能或互动功

能，藉以提升对新一代儿童的吸引力。例

如，一些洋娃娃配备感应装置，可以跟小

孩玩躲猫猫(peek-a-boo)，或是被搔时作

出反应。孩之宝的菲比精灵 (Furby Con-

nect)则设有蓝牙功能及天线。

今时今日，很多家长都会不断寻找方

法，令孩子对学习保持兴趣，电子游戏在

教育方面的角色也因此越来越重要。研究

显示，电子游戏若辅以孩子亲自动手的探

索型活动，配合成人的持续指导，便能成

为效果显着的学习工具。

玩具及游戏分销渠道

玩具及游戏专门店

在东盟地区，专门店是为 3岁以上儿

童选购传统玩具的热门途径，家长及儿童

可在店内试玩各种玩具及游戏。这些专门

店售卖的产品包括洋娃娃、超级英雄人偶、

桌上游戏，以及 STEM(科学、科技、工程

和数学)玩具等。

东盟的玩具及游戏店主攻一些重视店

内体验的顾客。在专门店里，顾客可试玩

各种玩具及游戏，店员亦会提供产品建议，

这些好处是网上购物无法取代的。专门店

以此作为卖点，在玩具及游戏市场建立独

特定位。

一些玩具店专门售卖某一类别玩具，

例如益智玩具和人物塑像等，藉此成为该

类玩具的着名销售点，吸引特定顾客群。

香港玩具制造商可从产品类别、目标顾客

群、市场定位等方面入手，物色与自身业

务领域相近的零售商，这样便有较大机会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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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方建立合作关系。

婴幼儿用品店

在东盟地区，婴幼儿用品店是母婴用

品的主要分销渠道。除了婴儿必需品外，

很多婴儿用品店也售卖玩具，特别是学前

玩具。香港玩具制造商若有意使用此渠道，

应先了解其属意零售商的市场定位及目标

顾客群，看看自身产品能否满足相关市场

领域的需要，或为该零售商带来增值效益。

香港玩具制造商应注意此渠道的东盟

零售商不会批发入货，除非供应商是享誉

国际及深受欢迎的品牌。一般而言，零售

商倾向以寄售形式出售货品，以尽量减低

风险。

今时今日，很多玩具零售商都设有电

子商贸网站，为供应商带来新契机。零售

商一般较愿意透过电子商贸网站售卖玩具

制造商的产品，因为网店的空间限制较少，

不像实体店般要在货架腾出空间，才可放

置产品。

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是玩具及游戏的理想销售渠

道，售卖的儿童产品种类繁多，既有拼图、

美劳套装、玩具熊及毛公仔等经典产品，

也有图书、上学用品及教育玩具等。

百货公司的主要顾客对象是收入在平

均水平以上并育有子女的夫妇。一般来说，

这些消费者购物时都以家人需要为主要考

虑。

近年，东盟一些着名百货公司扩充玩

具部规模，引入更多玩具及电子游戏，吸

引成人及儿童。这股趋势为玩具及游戏制

造商及供应商带来新机遇。

供应商在百货公司售卖产品，可提升

品牌知名度及获得更多肯定，也能吸引其

他潜在买家注意。不过，百货公司一般不

会批发入货，而且要求的佣金较高，赊账

期也较长。

大型超市

大型超市售卖的货品种类繁多，包括

儿童玩具、服装及配饰等。大型超市采用

薄利多销的商业模式，通过精简的大规模

经营，降低单位成本，藉此向消费者提供

物有所值的货品。

在东盟地区，大型超市是接触市郊大

量人口的有效渠道。然而，面对网上购物

带来的威胁，特易购(Tesco)、永旺(AEON)

和乐天(Lotte)等主要业者都开始转变其商业

模式。

大型超市的主要目标顾客通常是家庭

主妇，因此适合用作分销婴儿及儿童玩具，

畅销产品包括拼图、毛绒玩具、洋娃娃及

配件、合金玩具、玩具车以及益智学习玩

具等。

家居购物电视频道和便利店

家居购物电视频道让消费者可轻松购

买家庭必需品，对住在乡郊地区及远离主

要购物区的居民而言尤其方便。在马来西

亚，CJ Wow Shop及 Go Shop都是主要的

家居购物电视频道，而泰国则以 digital TV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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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24 Shopping较受欢迎。

家居购物电视频道拥有强大的顾客群，

特别受住在乡郊地区的家庭主妇及消费者

欢迎。对玩具及游戏供应商而言，家居购

物电视频道让他们可向目标市场的全国观

众推销产品，因此是个颇具吸引力的销售

方法。

由于便利店空间有限，玩具制造商若

有意循此渠道售卖产品，便须调整产品包

装。

连锁书店

连锁书店为应对来自电子零售商的激

烈竞争，纷纷把门市转型为文化和时尚集

中地，店内充满吸引目光的布置和陈设品，

让顾客享受买书以外的体验。

当地书店不断增添新特色，并改善产

品组合，以提升顾客的整体购物体验。例

如，很多书店都积极考虑加入漫画、动漫

纪念品，以及电子游戏等新产品，希望吸

引年轻消费者。

网上平台

电子商贸一直以来都是购买网上游戏

的重要渠道，时至今日更成了选购传统玩

具及游戏的热门途径。很多玩具制造商及

零售商都自行开设网上商店，或在第三方

网上交易平台售卖产品，以发展电子商贸

业务。

中国科技巨擘近年在东盟各地投资发

展电子商贸业务，相信有助开拓该区庞大

的电子商贸发展潜力。这些投资除为东盟

带来资本外，也引进数码支付及物流方面

的专业知识，有助消除区内电子商贸发展

的两大掣肘。

在东盟地区，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

在实体基建方面的制约较少，跨境电子商

贸因此发展较快。印尼的中产及年轻消费

市场庞大，而且迅速扩张，电子商贸潜力

极为丰厚。

东盟的电子商贸市场现时可谓百花齐

放。售卖玩具的网上平台包括分类网站(例

如Mudah及 OLX)、消费者对消费者(C2C)

网 站 (Tarad、 Tokopedia、 Bukalapak、

Shopee)、企业对消费者(B2C)网站(Lazada、

Baby Empire、ELOYZA、Babies Culture、

Kiedler)、企业对企业 (B2B)网站 (Toys1.

com)，以及零售商的官方网站(包括玩具反

斗 城 (Toys” R” Us) 及 Early Learning

Centre)。尚泰集团(Central Group)和 MAP

Group 等传统零售商也开设了网上平台，

进军电子商贸市场。

社交商贸

东盟的千禧世代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社

交网络上。这些网络与他们的自身兴趣及

人际关系息息相关。因此，他们的购物过

程也出现变化，已由主要寻找所需物品的

过程，改为从社交生活及朋友圈中发掘新

事物。

东盟的智能手机普及率高，消费者十

分关注网上个人资料保障问题，加上使用

信用卡付款的人相对较少，造就社交商贸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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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内蓬勃发展。

以玩具及游戏产品而言，Youtube、脸

书(Facebook)及 Instagram是最有效的网上

营销工具。这些平台让用户可轻松把浏览

过程转为购买行动，同时也为小型供应商

或非品牌业者提供良机，不用花上大量资

金，也能测试东盟的消费市场。

市场开拓策略

海外玩具及游戏品牌进军东盟市场的

渠道越来越多元化，不过竞争也日趋激烈。

要建立竞争优势，选择分销渠道是非常重

要的一环。供应商须考虑渠道能提供甚么

优点，包括地点和覆盖范围、技能和资源、

管理成本及控制程度。

供应商若愿意以寄售方式销售，并接

受较长的赊账期，可考虑直接向零售商销

售产品。海外供应商须成立一个当地团队，

处理各种事务，包括发货到零售商的店铺，

处理产品推广和陈列事宜，以及制订营销

和促销计划等。

供应商也可考虑透过当地代理商或分

销商销售产品，这样既能开拓新市场，也

可避免花费太多资源发展零售渠道。分销

商可助承担产品运输费用、处理清关手续

及管理库存。东盟各国都有独特的种族、

语言和宗教背景，资深分销商拥有丰富的

第一手市场知识，对发展当地市场极为重

要。

不过，和当地分销商合作也有一些缺

点。他们会要求获得大幅折扣和宽松的赊

账条件，以及在特定地域享有长期的独家

经营权，作为替供应商承受贸易相关风险

和负担的回报。另外，供应商在产品营销

和定价方式方面，也可能会失去部分控制

权。

现时，很多网上交易平台为海外供应

商提供直接向消费者售卖产品的机会，较

着名的例子有 Lazada、Shopee、Kiedler、

Toys1.com及MyToyShop等。另外，供应

商也应对脸书、Instagram和 LINE(尤其是

泰国)等社交媒体提供的机会持开放态度。

供应商若直接向消费者售卖产品，可

大大缩短宣传产品的时间。另外，品牌可

完全控制其品牌形象和定价，最重要的是

能收集消费者的数据。

一般而言，很多在东盟发展理想的公

司都采用全渠道商业模式，同时使用线下

及线上渠道与顾客联系。不同的销售及分

销渠道应共同整合，为顾客提供无缝的跨

渠道购物流程。

作好准备!

现时，很多国家已为商业玩具制订安

全标准，防止玩具对儿童构成潜在危险。

印尼、马来西亚及泰国等多个东盟国家都

仿照欧盟的 EN 71标准制订安全规定。其

中，有些国家是直接仿照该标准，有些则

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 8124标准，后

者主要以 EN 71标准及美国材料和试验协

会(ASTM)的 F963标准为基础制订。

香港的小型企业经常面对贸易融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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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问题，出口潜力也因此受到限制。现

在，中小企业可以凭藉海外买家发出的采

购订单或发票，透过金融科技平台为零售

订单取得资金。

设立跨境支付方式是电子商贸销售商

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现时，不少支付系

统供应商提供安全的一站式网上支付服务，

支援多种交付渠道及货币。

很多香港公司都会设立区域电商配货

中心，以跨境付运方式在东盟各地经营电

子商贸业务。其中，新加坡是个热门选址，

而马来西亚的营运成本较低，因此也颇受

欢迎。

玩具制造商及供应商若有意到东盟市

场发展，但对当地认识不深，不妨考虑到

商贸展览参展或参观。这些展览可令商家

获益良多，包括掌握地区或当地市场趋势，

认识产品研发方面的新概念，加深了解当

前的竞争状况，以及藉此认识潜在客户及

合作伙伴等。

东盟各地的儿童及青少年把大量休闲

时间花在数码媒体上。玩具制造商及游戏

公司若想吸引他们，在社交媒体发布资讯

时，便应确保内容能在目标市场引起共鸣。

近年，脸书、 Instagram 及 YouTube

等主要社交网络相继推出直播功能，加强

对社交媒体用户的吸引力。索尼、腾讯等

国际游戏公司推出新游戏时，也把社交媒

体及直播活动视为最重要的宣传管道。要

让电子游戏在东盟市场热卖，关键在于鼓

励玩家及开发商分享各种游戏图片、GIF档

及影片，从而在网上掀起热话。

在商店陈列玩具，供消费者在购买前

试玩，可以让他们体验产品带来的乐趣。

在商店及品牌官方网站播放短片提供产品

资讯，可以增加目标顾客对产品的期待，

也有助品牌与他们建立情感联系。

玩具及游戏可以与时装及配饰、文具

及电子产品互相配合，创造巨大商机。各

类产品在单一主题下共冶一炉，可为商店

营造一流的购物体验。

专利、版权及商标保护对玩具及游戏

品牌十分重要。专利提供的保护形式最广

泛，版权保护创意设计概念，例如游戏版

面及洋娃娃的外观等，而商标则保护玩具

的品牌名称，以跟竞争对手区分开来。

（来源：香港贸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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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专题

ECHA针对 3种潜在 SVHC物质
展开公众评议

2019 年 3月 13日，欧洲化学品管理

局 ECHA发布了有关 3种化学物质被确认

为高度关注物质（SVHC）的提案，并展开

公众评议，评议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29日，通过评议的物质可能加入 SVHC候

选清单。

表 5 公众评议的 3种潜在高度关注物质信息

物质名称 EC号 CAS号 提议方 物质属性 发布日期 评议截止日期

HFPO-DA / / 荷兰
可能对环境和人类健

康造成严重影响

2019年 3月
13日

2019年 4月
29日

甲二醇

乙醚乙酸酯
203-772-9 110-49-6 瑞典 生殖毒性

2019年 3月
13日

2019年 4月
29日

TNPP / / 法国 内分泌干扰特性
2019年 3月

13日
2019年 4月

29日

一带一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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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PO-DA 常用作含氟聚合物生产的

加工助剂，甲二醇乙醚乙酸酯通常用于半

导体的生产、油漆、亮漆、清漆、油墨、

涂层、胶黏剂、纺织品、皮革等。TNPP通

常作为抗氧化剂，用于塑料和橡胶产品、

聚合物、涂层、胶黏剂、食品接触塑料的

生产。

REACH 法规规定，当产品中含有

SVHC 物质且含量超过 0.1%时，需要向

ECHA通报或者在供应链内进行信息传递。

即日起的 6个月内，单种 SVHC在物品中

质量百分浓度超过 0.1%，且进入欧盟超过

1吨 /年 /公司，则该物品的生产商或进口

商必须向 ECHA进行通报。

希科检测（CIRS-CKTesting）提醒企

业，及时关注 REACH 法规 SVHC 清单新

增或修订动态，以便有效应对。希科检测

可为企业提供相关的专业的产品检测和咨

询服务。

一带一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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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准化委员会于 2019年 3月 13

日发布 G/TBT/N/CHN/1315 号通报，根据

GB 20891-2014《非道路移动机械柴油机

排放污染物限值及测量方法》，适用于非道

路机械及其柴油机发动机型式审定试验、

生产符合性检验、排放符合性检验、使用

符合性检验。

根据通报草案，非公路移动机械柴油机

排放污染物应符合《非道路移动机械柴油

机排放污染物限值及测量方法》—（GB

20891-2014）

根据通报草案，通报所涵盖的产品有：

1. 非道路移动机械及其柴油发动机，

以及安装在用于在道路上运送乘客或货物

的车辆底盘上的机械。

2.压缩点火式内燃机活塞发动机。

3. 空气或真空泵、空气或其他气体压

缩机和风机。

4. 装有风扇的通风或循环抽油烟机，

不论是否装有过滤器。

5. 其他装有起重或装卸设备的工程货

车；自行式推土机、推土机、平地机、平

地机、铲运机、机械铲土机、挖掘机、装

载机、捣固机及压路机。

6. 土、矿、矿石的其他移动、分级、

平整、刮、挖、捣、压实、抽提、镗孔机

械。

7. 农业、园艺、林业土壤整地、耕作

机械，草坪或运动地面滚轮。

8. 收割或脱粒机械，包括稻草或饲料

打包机。

9. 清洗、分拣或分级蛋类、水果或其

他农产品的机器。

本次通报目标与理由：保护人类健康

或安全；环境保护。此次通报主要对应管

辖的非道路机械柴油机的种类进行了罗列，

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主要参考中国国家排

放物限值及测量方法的标准。如需法规原

文可联系“标准化与市场准入”微信公众

号获取。

金砖国家专题

中国制定非公路移动机械柴油机排放污染物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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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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