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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简报

《农村公共厕所建设与管理规范》

国家标准审查会在京召开

2019 年 3月 26 日，中国标准化研究

院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农村公厕建设与管

理规范》 （计划编号：20154153-T-424）

国家标准审查会。来自农业农村部农村社

会事业促进司、中国疾控中心农村改水技

术指导中心、清华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市

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管理司农业农村处的

业务主管领导，以及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

标准起草单位的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与会专家认真听取了标准起草组对标

准起草情况的汇报，并对标准进行了全面、

认真、细致的讨论和审查。审查组一致同

意通过对该项国家标准的审查，建议标准

起草组按照审查组提出的修改意见，尽快

修改形成标准报批稿，按程序上报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农村公共厕所建设与管理规范》国家

标准的制定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

动方案》、《关于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专

项行动的指导意见》 等政策文件为导向，

充分考虑了各地农村公厕建设与管理实际

差异，规范了农村公共厕所的规划与建设、

管理与维护等内容，体现了因地制宜的要

求。该项标准的制定对于规范农村公共厕

所建设与管理服务行为，改善农村环境卫

生，推动“厕所革命”，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

2019年度 21个行业顾客满意度

调查结果发布

2019 年 3月 28日，中国标准化研究

院顾客满意度测评中心联合清华大学中国

企业研究中心、中标兴质科技（北京）有

限公司共同发布了 21个行业的顾客满意度

调查结果。 《2019 年中国顾客满意度手

册》和《2019中国顾客满意品牌榜》同期

出版发行。

自 2005年以来，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顾

客满意度测评中心每年都面向全国开展顾

客满意度调查，并连续 14年出版发行中国

顾客满意度手册。该手册收录了众多品牌

的满意度测评结果，为营造让群众放心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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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便利消费的环境，提振市场信心，增

强人民群众对质量的获得感发挥了引领作

用。

顾客满意度的调查依据国家标准 GB/T

19038-2009《顾客满意测评模型和方法指

南》、GB/Z 27907-2011《质量管理顾客满

意 监视和测量指南》以及 GB/T 19039-

2009《顾客满意测评通则》的相关要求开

展。调查内容涉及品牌形象、预期质量、

感知质量、感知价值、顾客满意度和忠诚

度等六个方面，调查范围为全国 31 个省

（区、市）的 250个城市，采用随机抽样的

方式获得调查样本 5万余份，调查覆盖与

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 21个行业。

各行业顾客满意度调查结果如图所示。

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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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9年调查结果，顾客满意度高

于 80分的产品（服务）品牌共 17个，耐

用消费品占 16个，生活性服务业 1个，分

别是：格力空调 （82）、华为手机 （82）、

苹果手机（82）、海尔洗衣机 （81）、方太

燃气灶（81）、老板消毒柜（81）、海尔电

热水器（81）、顺丰快递（81）、海尔冰箱

（80）、西门子洗衣机（80）、海尔燃气灶

（80）、老板燃气灶 （80）、苏泊尔燃气灶

（80）、方太消毒柜 （80）、美的消毒柜

（80）、西门子消毒柜（80）、飞利浦空气净

化器（80）。

本次调查同时对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进行了测评。其中知名度反映消费者对品

牌的知晓程度，是依据顾客对品牌的是否

知晓指标评价结果计算得出；美誉度反映

消费者对一个品牌整体的好感和评价程度，

依据顾客对品牌的偏好、信任和认同程度

指标评价结果计算得出。

知名度高于 85分的产品（服务）品牌

共 55个，耐用消费品占 30个，生活性服

务业 25 个，分别是：京东 （97）、天猫

（97）、中国移动 （97）、顺丰快递 （97）、

格力空调（95）、美的空调（95）、华为手

机 （95）、小米手机 （95）、本田摩托车

（95）、申通快递 （95）、圆通快递 （95）、

海尔冰箱（94）、海尔洗衣机 （94）、苹果

手机（94）、三星手机（94）、中国平安保

险 （94）、中国联通 （94）、韵达快递

（94）、中国电信 （93）、如家快捷酒店

（93）、方太燃气灶 （92）、OPPO 手机

（92）、爱玛电动自行车（92）、中国工商银

行（92）、中国太平洋保险（92）、海尔空

调（91）、海尔电热水器（91）、方太抽油

烟机（91）、中通快递（91）、长虹电视机

（90）、美的电热水器（90）、雅迪电动自行

车（90）、中国建设银行（90）、苏宁易购

（90）、东方航空 （90）、中国国航 （90）、

美的消毒柜（89）、美的空气净化器（89）、

7天快捷酒店（89）、南方航空（89）、西

门子冰箱（88）、飞利浦空气净化器（88）、

美的冰箱（87）、美的洗衣机（87）、方太

消毒柜 （87）、豪爵摩托车 （87）、汉庭

（87）、百世快递（87）、康佳电视机（86）、

中国农业银行 （86）、中国银行 （86）、

TCL电视机（85）、海信电视机（85）、小

天鹅洗衣机 （8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85）。

美誉度高于 85分的产品（服务）品牌

共 30个，耐用消费品占 14个，生活性服

务业 16 个，分别是：飞利浦空气净化器

（95）、中国移动（94）、A.O.史密斯燃气热

水器（93）、中国建设银行（93）、美的燃

气热水器（92）、中国工商银行（92）、天

猫（92）、A.O.史密斯电热水器（91）、海

尔电热水器 （91）、美的电热水器 （91）、

中国农业银行 （91）、海尔燃气热水器

（90）、美的空气净化器（90）、三星空气净

化器 （90）、中国银行 （90）、招商银行

（89）、携程（88）、亚都空气净化器（87）、

苹果手机（87）、交通银行（87）、顺丰快

递（87）、中国平安保险（86）、东方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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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南方航空 （86）、中国国航 （86）、

中通快递 （86）、远大空气净化器 （85）、

华为手机（85）、阿里斯顿电热水器（85）、

韵达快递（85）。

通过对比 2018 和 2019 年调查结果，

发现有 7个行业顾客满意度有不同程度的

提高，分别是电视机、电热水器、燃气热

水器、空气净化器、手机、电动自行车和

快捷酒店。同时，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超

过 85分的品牌数量大幅增加，在一定程度

上反应了我国消费者对品牌意识的提升，

企业对品牌建设工作日益重视。全面开展

顾客满意度、知名度、美誉度的调查分析，

不仅可以了解和掌握我国产品 /服务的顾客

满意水平，还可以通过数据研究发现产品 /

服务质量中存在的短板和不足，为企业持

续改进指出了有针对性的方向和目标，通

过质量提升来激发消费潜能，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

推动“亩均论英雄”改革再上新

台阶

全省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工作领

导小组会议 4月 2日下午召开，研究部署

2019年目标和重点工作。省长袁家军主持

会议并讲话，高兴夫出席。

袁家军强调，“亩均论英雄”改革，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腾笼换鸟、凤

凰涅槃”理论的重大改革实践，是政府有

为、市场有效、企业有利、百姓受益的最

佳结合点，是深化资源要素配置市场化改

革、倒逼企业转型升级最务实最管用最有

效的抓手，也是高质量发展组合拳最重要

的招法。

袁家军指出，“亩均论英雄”改革已

经走过 5个年头了。5年来，各地各部门全

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

新发展理念，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

强化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工作机制，高效

能推广“提高亩均效益十法”，扎实推动

“亩均论英雄”改革从点到面、变盆景为风

景，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一张“金名片”。

袁家军指出，今年推动“亩均论英雄”

改革要拉高标杆、提高标准、注重联动、

强化协同，重点抓好六大硬任务。一要强

化改革创新和改革联动，建立创新要素、

用地、用能、污染排放与市县“亩均效益”

绩效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全面推广企业

对标竞价“标准地”制度，深化企业投资

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推动资源要素跨区域

市场化交易，形成改革共振效应。二要深

化细化“亩均效益”综合评价，分类制定

实施全省规上服务业、特色小镇、小微企

业园、经济开发区、高新区“亩均效益”

评价办法。三要大力实施“亩均效益”领

跑者行动，突出制造业、服务业和特色小

镇、开发区（园区）等领域，制定激励政

策，打造产业生态，全面推广“领跑者”

好经验好做法，营造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四要依法倒逼低效企业改造提升，加大亩

均税收 1万元以下低效企业改造提升力度，

特别是要通过追加投资、兼并重组、分割

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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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整合入园、“退二优二”等方式深

入推进城乡低效用地再开发。五要加快完

善企业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政策，推动资源

要素向优质区域、优质企业集聚。六要建

成用好“亩均论英雄”大数据平台，畅通

部门间“亩均”数据归集共享机制，实现

高水平共享共用。

《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

则》国家标准发布

4.8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不动产单元

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等 186项国家标准。

本批发布的国家标准紧紧围绕社会民生关

注的热点问题，涉及不动产登记、车辆安

全、装备制造业、公共设施和环境保护等

多个领域。

在不动产登记领域，发布 《不动产单

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国家标准，建立

了以不动产单元为载体的不动产单元编码

体系，实现了土地、房屋、森林与林木、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地、草地、海域、

无居民海岛等不动产的统一登记，有利于

保护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强化登记的

公示和公信功能、建设统一的信息平台。

在车辆安全领域，发布 《汽车侧面柱

碰撞的乘员保护》国家标准，聚焦交通事

故中对乘员伤害程度较高的车辆侧面柱碰

撞，规定了汽车侧面柱碰撞的技术要求和

试验方法，在提高车辆安全性、降低道路

交通事故中的人员伤亡等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

在装备制造业领域，发布《重型机械

通用技术条件》系列国家标准，将推动重

型机械制造行业整体的工艺技术进步，为

企业开拓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发挥“桥梁”

作用，支撑我国运用自主技术和标准成套

完成的金属板材热连轧、大型石化等代表

性项目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在公共设施领域，发布《城市公共设

施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运营管理服务规范》

等 2项国家标准，解决了电动汽车充换电

服务中存在的油车占位、二维码不清晰、

安全提示不足等实际问题，明确了不同类

型充换电设施在建设、运营过程中的安全

技术防范系统设置及防护要求，为大众提

供更加优质的充换电服务，切实保障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

在环境保护领域，发布《废铅酸蓄电

池回收技术规范》国家标准，规定了废铅

酸蓄电池的收集、贮存、运输、转移过程

的处理方法及管理措施，有利于规范生产

企业对废铅酸蓄电池的回收利用，防止二

次污染，同时对规范废蓄电池回收行业的

整体发展起到示范作用。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

将切实履行职责，加大标准制修订力度，

发挥标准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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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管理创新标准化研究中心承

办总局食品药品监管领域基层政务公

开标准指引研讨会

4月 4日上午，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办公厅主办，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政府管

理创新标准化研究中心承办的食品药品监

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研讨会在京

召开。总局食品药品领域相关部门和北京

市、江苏省等基层政务公开试点省份和县

（市、区）代表共 33人参加研讨。会议由

总局办公厅司光副主任主持，我院巫小波

副院长到会并讲话。

代表们重点讨论《食品药品监管领域

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具体内容，结合

各部门业务特点和基层试点经验，提出了

修改意见。

会上，巫小波副院长介绍了我院政府

管理创新标准化研究中心支撑国办全国基

层政务公开标准化工作的基本情况，并对

指引编制提出了建议。他强调，我院将继

续做好标准指引制定与发布的技术支持和

下一步培训与宣贯服务工作，同时将全力

为基层政务公开工作提供指导和帮助。

总局办公厅司光副主任充分肯定了指

引编制工作前期成果，要求认真总结研讨

会形成的意见建议，完善征求意见稿，确

保编制工作高水平完成，有效指导食品药

品领域基层政务公开工作。

严要求促高质量，多方合议“浙

江制造”标准研制细则

为进一步规范“浙江制造”标准研制

工作，4月 3日，省品联会邀请“浙江制

造”标准牵头组织制定单位、标准核心专

家等召开“浙江制造”标准研制要求研讨

会。省标院(中心)院长陈自力出席会议。

《“浙江制造”标准研制细则》 (以下简

称“细则”)是继《“浙江制造”标准立项论

证细则》 《“浙江制造”标准审评和批准发

布细则》后的又一重要规范性文件。该细

则由省标院(中心)作为标准研制专务牵头单

位为主起草，对近年来“浙江制造”标准

研制经验和总体思路进行了高度凝练和总

结，提出了“五性并举”研制原则，明确

了国内外标准比对方法。该细则的出台将

对提高“浙江制造”标准水平、规范标准

研制流程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研讨会上，代表和专家们逐条审议标

准研制细则，围绕“浙江制造”标准的合

规性、必要性、先进性、经济性和可操作

性，提出扩充标准研制阶段、细化标准研

制总体要求、开展国内外标准比对、规范

研制过程文件等建设性意见。其中，代表

和专家们均认为确定产品核心质量特性是

研制高质量“浙江制造”标准的重要关键

之一，围绕产品核心质量特性开展国内外

标准比对，能够充分体现标准的先进性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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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省标院(中心)和省品联会将认

真细致地消化专家们指出的意见，全面系

统梳理“浙江制造”标准研制难点痛点，

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规范标准研制流程，

提高“浙江制造”标准水平。

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成功申报浙

江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外贸易预警点

近日，浙江省商务厅组织召开全省新

设外贸预警点评审会。由省标院 （中心）

申报的浙江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外贸易预警

点顺利通过申报验收。

浙江出口企业数量众多，大量的中小

企业在面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时由于信

息不对称，自主创新能力弱，缺乏应对的

有效手段，导致出口受阻损失严重。根据

国家质检总局《技术性贸易措施年度报告

2017》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遭受国外技

术性贸易措施直接损失约 680.2 亿美元，

其中我省损失约 73亿美元，占全国损失的

11%，占全省出口总额的 2.7%，受影响的

出口企业比例达 34%。可以预见，今后相

当长一个时期，一些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

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构筑起来的技术性贸易

措施将是制约我国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因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治理提升行

动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出要“加强对国

外重大技术型贸易措施的跟踪和应对、妥

善化解贸易摩擦”。在我省开展技术性贸易

壁垒的预警和应对工作势在必行。

申报浙江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外贸易预

警点是浙江稳定出口的需要。目前，世界

各国日益频繁地采取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

以实现经济与社会目标。浙江省作为我国

外贸出口大省，近几年因遭受技术性贸易

壁垒导致的出口损失一直位居全国前三。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环境下，建立预警

点开展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与应对，

帮助减少浙江省外贸出口受阻损失，提升

产品国际竞争力，对稳定浙江的外贸出口

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申报浙江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外贸易预

警点是浙江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发达国家

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技术性贸易壁垒领域正

处于从对产品的末端控制转向对产品生命

周期的全程管控，从对单一的产品影响扩

展到对整个产业链影响的趋势之下，这决

定了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产品更易遭受技术

性贸易壁垒影响。浙江省出口以民营经济

中小企业为主，受限于企业的研发能力与

应对技术壁垒意识不足，产品多处于产业

链低端等原因，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

较为严重。建立预警点，加强预警工作，

积极帮助企业开展应对，并推动研究发达

国家先进标准及法规，对于促进我省出口

产业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推动对外贸易高

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浙江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外贸易预警点

的成功申报，将进一步提升我省预警信息

层次和质量，服务对外贸易企业。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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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标院（中心）将重点开展国外 TBT通报

评议、TBT专题应对研究及培训等，提升

成果应用，提出特别贸易关注，更多更响

的发出浙江声音。

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全力

推进个人“全生命周期”办事服务标

准化建设

日前，省标院 （中心）专家受邀参加

宁波市江北区组织召开的个人“全生命周

期”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研究座谈会，并

给出个人“全生命周期”政务服务标准化

建设指导。

座谈会主要围绕个人“全生命周期”

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以解决百姓在办事

过程中的痛点、堵点、难点为目标导向，

针对政务服务办理过程中业务部门办理地

点分散、业务不协同、涉及材料多、流程

不清晰、群众办事难、办事慢等问题展开

讨论。

省标院（中心）专家结合浙江“最多

跑一次”理念和探索实践，从标准化角度

提出了个人“全生命周期”政务服务标准

化建设的方法、路径，并提出指导性意见：

一是抓好服务主题。从百姓出发，按个人

生命周期活动规律，从群众关心的热点问

题入手，将生命周期阶段与具体服务类别

相结合, 形成具备生命周期阶段性质的服务

主题。二是提高服务规范。开展个人“全

生命周期”事前服务现场管理、设施设备

管理、人员管理方面的研究，研制物品、

空间、标识标志等方面基础通用标准、人

员管理服务标准和设施设备配置标准，提

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水平。

三是优化服务流程。开展“我要出生了”、

“我要上学了”、“我要工作了”、“我要结

婚了”、“我要退休了”等生命周期阶段服

务研究，研制办事事项、指南编制、流程

优化等标准，进行政务服务供给流程再造,

整合办理内容, 简化办理程序, 形成满足用

户需求的服务办理“生命周期”。

下一步，省标院（中心）将与宁波市

江北区各相关单位紧密配合，持续推进个

人“全生命周期”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

进一步简化、统一办事事项及内容，提高

基层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助推我省“最

多跑一次”改革和政府数字化转型，让群

众满意度更高、获得感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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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号 通报国 通报标题 通报日期

G/TBT/N/CHL/377/A

dd.3
智利 对通报 G/TBT/N/CHL/377的补遗 2019-3-18

G/TBT/N/ARG/342/

Add.4
阿根廷 对通报 G/TBT/N/ARG/342的补遗 2019-3-18

G/TBT/N/ARG/290/

Add.4
阿根廷 对通报 G/TBT/N/ARG/290的补遗 2019-3-18

G/TBT/N/ARG/342/

Add.4
阿根廷 对通报 G/TBT/N/ARG/342的补遗 2019-3-18

G/TBT/N/GMB/5 冈比亚 GAMS 20：2018碘盐标准规范 2019-3-19

G/TBT/N/GMB/3 冈比亚 GAMS 18：2018强化小麦粉标准 2019-3-19

WTO/TBT通报 渊2019年 3月 16日要2019年 4月 18日冤

专题发布

2019年 3月 16日至 2019年 4月 18.日WTO 秘书处共发布了WTO各成员国 197项

通报，其中厄瓜多尔 29项，美国、肯尼亚 22项，坦桑尼亚 15项，印度、布隆迪 13项，

以色列 9项，乌干达 8项，智利 7项，马来西亚 6项，加拿大、韩国、菲律宾 5项，欧盟、

阿根廷、巴西 4项，沙特阿拉伯、冈比亚、洪都拉斯、多米尼加共和国 3项，越南、泰国、

摩尔多瓦共和国 2项，新加坡、墨西哥、瑞士、新西兰、西班牙、日本、南非、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中国、尼加拉瓜、萨摩亚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各 1项。

渊一冤 2019年 4月WTO/TBT通报信息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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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GMB/4 冈比亚 GAMS 19：2018强化食用油脂规范 2019-3-19

G/TBT/N/ESP/38/Ad

d.1
西班牙 对通报 G/TBT/N/ESP/38的补遗 2019-3-19

G/TBT/N/EU/647 欧盟 关于不继续批准活性物质乐果的实施细则草案 2019-3-20

G/TBT/N/JPN/624 日本 有毒和有害物质指定法令修订案 2019-3-21

G/TBT/N/EU/648 欧盟
关于化妆品的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法规 (EC) No

1223/2009附录 VI
2019-3-21

G/TBT/N/CAN/536/

Add.1
加拿大 对通报 G/TBT/N/CAN/536的补遗 2019-3-22

G/TBT/N/BRA/833/A

dd.1
巴西 对通报 G/TBT/N/BRA/833的补遗 2019-3-22

G/TBT/N/BRA/862 巴西
关于农药、家用清洁产品和木材防腐剂活性成分专论

中活性成分 G01草甘膦风险评估的决议草案
2019-3-22

G/TBT/N/IND/90 印度 印度钢和钢产品（质量控制）法令 2019-3-25

G/TBT/N/ISR/1035 以色列
以色列 SI 2250第 1部分管道疏通液：安全、包装和

标志要求
2019-3-25

G/TBT/N/IND/89 印度
关于食品安全与标准（广告和声明）法规第 1次修订

草案
2019-3-25

G/TBT/N/ARE/410/A

dd.1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
对通报 G/TBT/N/ARE/410的补遗 2019-3-25

G/TBT/N/UGA/1042 乌干达 烘焙咖啡豆和烘焙咖啡粉规范 2019-3-25

G/TBT/N/TZA/254 坦桑尼亚 阿巴斯甜（食品级）规范 2019-3-26

G/TBT/N/VNM/92/A

dd.1
越南 对通报 G/TBT/N/VNM/92的补遗 2019-3-26

G/TBT/N/THA/537 泰国 泰国工业标准草案空调：安全要求 2019-3-26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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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KEN/859 肯尼亚 马铃薯种子 2019-4-01

G/TBT/N/KEN/858 肯尼亚 危险货物运输 2019-4-01

G/TBT/N/KEN/857 肯尼亚 危险货物运输 2019-4-01

G/TBT/N/TZA/256 坦桑尼亚 关于 AFDC 05（6092） P3发酵粉的规范 2019-03-27

G/TBT/N/TZA/255 坦桑尼亚 关于 AFDC 05（6091） P3面包酵母的规范 2019-3-27

G/TBT/N/TZA/259 坦桑尼亚 关于 AFDC 05（6095） P3蔗糖素的规范 2019-3-27

G/TBT/N/TZA/260 坦桑尼亚
关于 AFDC13（6154） P3/TZS 467：2015 餐酒的规

范
2019-3-28

G/TBT/N/EU/650 欧盟
关于修订化妆品的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法规 (EC) No

1223/2009附录 V
2019-3-28

G/TBT/N/EU/649 欧盟
关于实施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法规 (EC) No 1907/2006

的某些注册和数据共享规定
2019-3-28

G/TBT/N/ZAF/214/A

dd.1
南非 对通报 G/TBT/N/ZAF/214的补遗 2019-3-28

G/TBT/N/TZA/261 坦桑尼亚 AFDC13（6153） P3/TZS 56：2015啤酒规范 2019-3-28

G/TBT/N/USA/1454 美国 游戏装置、系统和相关设备 2019-4-01

G/TBT/N/USA/1453 美国 校车安全带 2019-4-01

G/TBT/N/USA/1452 美国 非公路休闲车辆排放 2019-4-01

G/TBT/N/USA/1451 美国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2019-4-01

G/TBT/N/US-

A/1046/Rev.1
美国 荧光灯镇流器 2019-4-01

G/TBT/N/TPKM/372
台澎金马单

独关说区
医疗设备管理法规第 3条附录 1和第 8条修订草案 2019-3-26

G/TBT/N/TZA/257 坦桑尼亚 关于 AFDC 5（6097） P3食品添加剂标签的规定 2019-3-27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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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KEN/856 肯尼亚 危险货物运输 2019-4-01

G/TBT/N/KEN/855 肯尼亚 道路和铁路运输危险货物 2019-4-01

G/TBT/N/KEN/854 肯尼亚 公路和铁路运输危险货物 2019-4-01

G/TBT/N/KEN/853 肯尼亚 弃置婴儿尿布 2019-4-01

G/TBT/N/KEN/852 肯尼亚 可丢弃的成人吸收剂产品 2019-4-01

G/TBT/N/CHL/469 智利 中型车辆排放标准 2019-4-01

G/TBT/N/CHL/648 智利 轻型车辆排放标准 2019-4-01

G/TBT/N/UGA/1048 乌干达 国家葡萄酒 2019-4-02

G/TBT/N/UGA/1047 乌干达 苹果酒 2019-4-02

G/TBT/N/UGA/1046 乌干达 巴斯德山羊奶 2019-4-02

G/TBT/N/UGA/1045 乌干达 奶油酱 2019-4-02

G/TBT/N/UGA/1044 乌干达 面罩 2019-4-02

G/TBT/N/HND/95 洪都拉斯 医药产品 2019-4-02

G/TBT/N/HND/94 洪都拉斯 医疗器械和其他有关卫生设施 2019-4-02

G/TBT/N/HND/93 洪都拉斯 食品和饮料 2019-4-02

G/TBT/N/CAN/581 加拿大 非专利药品 2019-4-02

G/TBT/N/BDI/26 布隆迪 包装肉制品 2019-4-02

G/TBT/N/BDI/25 布隆迪 肉香肠 2019-4-02

G/TBT/N/BDI/24 布隆迪 屠宰家禽 2019-4-02

G/TBT/N/BDI/23 布隆迪 牛肉等级和削减 2019-4-02

G/TBT/N/BDI/22 布隆迪 咸牛肉罐头 2019-4-02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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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BDI/21 布隆迪 儿童鞋 2019-4-02

G/TBT/N/BDI/20 布隆迪 男士紧身鞋 2019-4-02

G/TBT/N/BDI/19 布隆迪 儿童鞋 2019-4-02

G/TBT/N/BDI/18 布隆迪 女士开放鞋 2019-4-02

G/TBT/N/BDI/17 布隆迪 女士紧身鞋 2019-4-02

G/TBT/N/BDI/16 布隆迪 男子开放鞋 2019-4-02

G/TBT/N/USA/1458 美国 安全测试和认证服务 2019-4-03

G/TBT/N/USA/1457 美国 小型无人驾驶飞机系统 2019-4-03

G/TBT/N/USA/1455 美国 木制品的甲醛排放控制 2019-4-03

G/TBT/N/SAU/1106 沙特阿拉伯 照明产品：街灯 2019-4-03

G/TBT/N/PHL/215 菲律宾 体外诊断测试系统 2019-4-03

G/TBT/N/PHL/214 菲律宾 废物处置和处理的装置和设备 2019-4-03

G/TBT/N/PHL/213 菲律宾 医疗器械临床调查 2019-4-03

G/TBT/N/USA/1456 美国 亚甲基氯化物 2019-4-03

G/TBT/N/PHL/212 菲律宾 体外诊断测试系统 2019-4-03

G/TBT/N/ECU/347 厄瓜多尔 液化石油气焊接钢罐和钢瓶及其附件 2019-4-03

G/TBT/N/ECU/346 厄瓜多尔 便携式灭火器和灭火剂 2019-4-03

G/TBT/N/PHL/211 菲律宾 水处理装置 2019-4-03

G/TBT/N/ECU/348 厄瓜多尔 陶瓷餐具 2019-4-03

G/TBT/N/ECU/345 厄瓜多尔 建筑用水泥、石灰和石膏 2019-4-03

G/TBT/N/ECU/344 厄瓜多尔 燃气家用烹饪器具 2019-4-03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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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DOM/229
多米尼加共

和国
一般气动轮胎和汽车用充气轮胎的销售 2019-4-03

G/TBT/N/DOM/228
多米尼加共

和国
多米尼加质量体系 2019-4-03

G/TBT/N/CHL/473 智利 墙面 2019-4-03

G/TBT/N/CHL/472 智利 墙面 2019-4-03

G/TBT/N/CHL/471 智利 墙面 2019-4-03

G/TBT/N/CHL/470 智利 墙面 2019-4-03

G/TBT/N/USA/1460 美国 卫星系统 2019-4-04

G/TBT/N/USA/1459 美国 发电单位排放 2019-4-04

G/TBT/N/MSY/89 马来西亚 天然矿泉水和包装饮用水 2019-4-04

G/TBT/N/MSY/88 马来西亚 可选成分:鞘磷脂、鞘磷脂、神经节苷脂、棕榈素 2019-4-04

G/TBT/N/MSY/87 马来西亚 果冻糖果 2019-4-04

G/TBT/N/MSY/86 马来西亚 异麦芽糊精作为允许添加的营养物质 2019-4-04

G/TBT/N/MSY/85 马来西亚 全粮食 2019-4-04

G/TBT/N/MSY/84 马来西亚 全麦或全麦标签要求 2019-4-04

G/TBT/N/CAN/583 加拿大 无线电通信 2019-4-04

G/TBT/N/CAN/582 加拿大 无线电通信 2019-4-04

G/TBT/N/VNM/140 越南 制造和组装汽车 2019-4-05

G/TBT/N/TZA/269 坦桑尼亚 高密度聚乙烯 /聚丙烯编织袋包装食品谷物 2019-4-05

G/TBT/N/TZA/268 坦桑尼亚 高密度聚乙烯 /聚丙烯机织袋包装 50公斤 2019-4-05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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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TZA/267 坦桑尼亚 高密度聚乙烯 /聚丙烯机织袋包装面粉 2019-4-05

G/TBT/N/TZA/266 坦桑尼亚 医院床单 2019-4-05

G/TBT/N/TZA/265 坦桑尼亚 纺织品：马赛舒卡 2019-4-05

G/TBT/N/TZA/264 坦桑尼亚 用天然纤维制成的食糖编织袋 2019-4-05

G/TBT/N/TZA/263 坦桑尼亚 加工产品用天然纤维支撑的袋 2019-4-05

G/TBT/N/TZA/262 坦桑尼亚 由谷物和豆类天然纤维制成的编织袋 2019-4-05

G/TBT/N/WSM/1 萨摩亚 冰箱、空调、白炽灯、线性荧光灯 2019-4-08

G/TBT/N/UGA/1050 乌干达 皮下注射和皮下注射针 2019-4-08

G/TBT/N/UGA/1049 乌干达 医学超声凝胶 2019-4-08

G/TBT/N/IND/91 印度 聚合氯化铝 2019-4-08

G/TBT/N/ECU/354 厄瓜多尔 冷轧钢开放角度、形状和截面 2019-4-08

G/TBT/N/ECU/353 厄瓜多尔 润滑油 2019-4-08

G/TBT/N/ECU/352 厄瓜多尔 气动轮胎 2019-4-08

G/TBT/N/ECU/351 厄瓜多尔 可燃物 2019-4-08

G/TBT/N/ECU/350 厄瓜多尔 钢筋混凝土产品 2019-4-08

G/TBT/N/ECU/349 厄瓜多尔 家用制冷器具 2019-4-08

G/TBT/N/CHN/1317 中国 乘用车产品 2019-4-08

G/TBT/N/BDI/28 布隆迪 销售产品的质量控制 2019-4-08

G/TBT/N/BDI/27 布隆迪 使用 BBN标志许可证 2019-4-08

专题发布

15



《国际贸易技术壁垒》（资讯·内参）2019/4 总第 179期

G/TBT/N/MDA/51
摩尔多瓦共

和国
汽油和柴油 2019-4-09

G/TBT/N/IND/94 印度 外科刀片 2019-4-09

G/TBT/N/IND/93 印度 医疗电气设备 2019-4-09

G/TBT/N/IND/92 印度 橡胶手套 2019-4-09

G/TBT/N/USA/1464 美国 乳房摄影质量标准 2019-4-10

G/TBT/N/USA/1463 美国 流式细胞仪器 2019-4-10

G/TBT/N/USA/1462 美国 支原体 2019-4-10

G/TBT/N/KOR/820 韩国 清洁和卫生产品 2019-4-10

G/TBT/N/ISR/1038 以色列 便携式灭火器 2019-4-10

G/TBT/N/ISR/1037 以色列 二氧化碳手提式灭火器 2019-4-10

G/TBT/N/MDA/52
摩尔多瓦共

和国
天然气网络 2019-4-09

G/TBT/N/ISR/1036 以色列 便携式灭火器干粉型气体单独存储 2019-4-10

G/TBT/N/BRA/864 巴西 生物制品 2019-4-10

G/TBT/N/BRA/863 巴西 人造黄油 2019-4-10

G/TBT/N/ECU/355 厄瓜多尔 服装标签，家庭服装和服装补充剂 2019-4-11

G/TBT/N/ECU/356 厄瓜多尔 污水管道用涂覆波纹钢涵洞和结构板 2019-4-11

G/TBT/N/ECU/357 厄瓜多尔 电气用绝缘电缆和导体 2019-4-11

G/TBT/N/ECU/358 厄瓜多尔 含石棉；石棉 -水泥、纤维素纤维 -水泥等物品 2019-4-11

G/TBT/N/ECU/359 厄瓜多尔 比赛 2019-4-11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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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ECU/360 厄瓜多尔 焊接碳钢管和钢管 2019-4-11

G/TBT/N/ECU/361 厄瓜多尔 波纹型材和护栏钢杆 2019-4-11

G/TBT/N/ECU/362 厄瓜多尔 钢面板 2019-4-11

G/TBT/N/ECU/363 厄瓜多尔 聚乙烯(PE)，聚丙烯(PE)，聚丙烯(PE) 2019-4-11

G/TBT/N/ISR/1039 以色列 便携式灭火器 2019-4-11

G/TBT/N/ISR/1040 以色列 便携式灭火器压力表 2019-4-11

G/TBT/N/ISR/1041 以色列 手提式灭火器 2019-4-11

G/TBT/N/ISR/1042 以色列 可处置灭火器 2019-4-11

G/TBT/N/ISR/1043 以色列 婴儿床垫和保险杠 2019-4-11

G/TBT/N/KOR/821 韩国 兽医药品 2019-4-11

G/TBT/N/KOR/822 韩国 兽医药品 2019-4-11

G/TBT/N/NIC/159 尼加拉瓜 药品 2019-4-11

G/TBT/N/USA/1465 美国 软木木材 2019-4-11

G/TBT/N/USA/1466 美国 口腔器具自动滴定装置 2019-4-11

G/TBT/N/USA/1469 美国 经颅磁刺激神经系统和 psy 2019-4-11

G/TBT/N/SAU/1107 沙特阿拉伯 坦克拖车 2019-4-11

G/TBT/N/THA/538 泰国 摩托车内胎 2019-4-11

G/TBT/N/USA/1467 美国 避孕软件应用 2019-4-11

G/TBT/N/USA/1468 美国 检测和鉴定微生物的装置 2019-4-11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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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USA/1470 美国 糖果 2019-4-11

G/TBT/N/KEN/860 肯尼亚 粘土砌体单位 2019-4-12

G/TBT/N/KEN/861 肯尼亚 粘土砌体单位 2019-4-12

G/TBT/N/KEN/862 肯尼亚 粘土砌体单位 2019-4-12

G/TBT/N/KEN/869 肯尼亚 砖石和砖石制品 -热性能测定方法 2019-4-15

G/TBT/N/KEN/868 肯尼亚 砌体单位 -抗剪强度的测定 2019-4-15

G/TBT/N/KEN/867 肯尼亚 砌体单位 -水吸收的测定 2019-4-15

G/TBT/N/KEN/866 肯尼亚 砌体单位 -表面平整度的测定 2019-4-15

G/TBT/N/KEN/865 肯尼亚 粘土砌体单位 2019-4-15

G/TBT/N/KEN/864 肯尼亚 砌体单位 -尺寸的测定 2019-4-15

G/TBT/N/KEN/863 肯尼亚 砌体单位 -吸水率的测定 2019-4-15

G/TBT/N/IND/97 印度 苯胺 2019-4-15

G/TBT/N/IND/96 印度 甲醇 2019-4-15

G/TBT/N/IND/95 印度 钢铁产品 2019-4-15

G/TBT/N/USA/1472 美国 步行动力割草机 2019-4-16

G/TBT/N/USA/1471 美国 瓶装水 2019-4-16

G/TBT/N/SAU/1108 沙特阿拉伯 食品的加糖上限 2019-4-16

G/TBT/N/NZL/87 新西兰 火器 2019-4-16

G/TBT/N/KOR/823 韩国 铁路部门 2019-4-16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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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NT/N/KEN/873 肯尼亚 放射性物质治疗病人出院 2019-4-16

G/TBT/N/KEN/872 肯尼亚 含有放射性材料的尸体 2019-4-16

G/TBT/N/KEN/871 肯尼亚 对人体的电辐射 2019-4-16

G/TBT/N/KEN/870 肯尼亚 建筑用品和建筑要素的防火分类 2019-4-16

G/TBT/N/ECU/368 厄瓜多尔 无补给气体，补给煤气发电机 2019-4-16

G/TBT/N/ECU/367 厄瓜多尔 零食 2019-4-16

G/TBT/N/ECU/366 厄瓜多尔 避孕套 2019-4-16

G/TBT/N/ECU/365 厄瓜多尔 家用制冷设备 2019-4-16

G/TBT/N/ECU/364 厄瓜多尔 钢制波纹角度、形状、截面和护栏柱 2019-4-16

G/TBT/N/CHE/234 瑞士 木材和木材产品 2019-4-16

G/TBT/N/ARG/360 阿根廷 新鲜和包装的消费品 2019-4-16

G/TBT/N/SGP/50 新加坡 化学产品 2019-4-17

G/TBT/N/MEX/452 墨西哥 混凝土卧铺 2019-4-17

G/TBT/N/ECU/371 厄瓜多尔 零部件、口红、奶油 2019-4-17

G/TBT/N/ECU/370 厄瓜多尔 自然产品 2019-4-17

G/TBT/N/ECU/369 厄瓜多尔 热液体 2019-4-17

G/TBT/N/CAN/584 加拿大 无线电通信 2019-4-18

G/TBT/N/ECU/372 厄瓜多尔 陶瓷砖 2019-4-18

G/TBT/N/KOR/824 韩国 保健功能食品 2019-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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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费品召回 | 2019年第 14

周欧盟 RAPEX通报情况分析

根据 2019年第 14周 RAPEX 预警通

报（4月 08日发布），本周欧盟发布了 27

例产品通报，我国大陆被通报的产品有 10

例，占全部通报的 37%，主要涉及机械类、

玩具类、服装纺织品与时尚类。

表 1 第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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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554/19 机械类 卢森堡
折叠式电

动自行车
Flebi 受伤

机械指令曰 EN
ISO 4210-2

召回曰 撤出
市场

A12/0553/19 玩具类 克罗地亚 玩具黏土 未知 化学危害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3
销毁曰 拒绝
进口

A12/0562/19 玩具类 立陶宛 玩具飞机 ZHIFAN toys 环境污染 RoHS 2 撤出市场

A12/0563/19 玩具类 立陶宛 玩具飞机 未知 环境污染 RoHS 2 撤出市场

A12/0566/
19? 玩具类 法国 毛绒玩具 Claire's 烧伤曰 窒

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召回

A12/0567/19 玩具类 法国 挤压玩具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召回

A12/0575/19 玩具类 法国
玩具火车

套装
Zebra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召回曰 撤出
市场

A12/0578/19 玩具类 立陶宛 气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558/19
服装纺织

品与时尚

类

保加利亚
儿童服装

套装
KWS, PPT 窒息 EN 14682 撤出市场

A12/0559/19
服装纺织

品与时尚

类

保加利亚
儿童服装

套装
KWS, PPT 窒息 EN 14682 撤出市场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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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看出，本周被通报的有 3类产

品，分别被采取了不同的通报措施，主要

有召回；撤出市场、销毁；拒绝出口、撤

出市场、召回。

其中：

机械类被通报 1项，主要原因是存在

受伤的危害，违反了机械指令、ENISO

4210-2完全组装或部分组装自行车 -第 2

部分自行车安全要求；

玩具类被通报 7项，主要原因是存在

化学危害、环境污染、烧伤、窒息的危害，

违反了玩具安全指令、EN 71-3玩具安全

- 第 3 部分 特定元素的转移、RoHS2 法

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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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装纺织品与时尚类 2项，主要原因

是存在窒息的危害，违反了 EN 14682儿童

服装对绳索和抽索的要求。

消费品召回 | 2019年第 15 周欧

盟 RAPEX通报情况分析

根据 2019 年第 15 周 RAPEX 预警通

报（4月 15日发布），本周欧盟发布了 46

例产品通报，我国大陆被通报的产品有 21

例，占全部通报的 45.7%，主要涉及厨房 /

烹饪配件、玩具类、照明设备类、日用电

器与设备类、机械类、文具类。

专题发布

表 2 第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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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579/19 厨房/烹饪
配件

法国 高压锅? OGO
LIVING 受伤

压力设备指令曰
EN 12778 撤出市场

A12/0581/19 照明

设备类
波兰 便携台灯 未知 触电

低电压指令曰
EN 60598-1 撤出市场

A12/0614/19 照明

设备类
匈牙利 LED夜灯 HOROZ 触电

低电压指令曰
EN 60598

召回曰 撤出
市场

A12/0596/19 玩具类 塞浦路斯 玩具黏土 未知 化学危害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3 撤出市场

A12/0597/19 玩具类 波兰 玩具吉他 Nafeng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599/19 玩具类 匈牙利 音乐玩具

Hao Xue
Tong /

ABABABY
损伤听力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召回曰 撤出
市场

A12/0600/19 玩具类 波兰
玩具枪

套装
XH 窒息曰

受伤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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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0602/19 玩具类 希腊
电动骑行

玩具
KIDCARS 烧伤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621151

禁止销售曰
撤出市场

A12/0603/19 玩具类 匈牙利
塑料玩具

套装
Bai Bian

化学危

害曰 窒
息曰 损伤
听力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曰 EN

62115
召回曰 撤出
市场

A12/0611/19 玩具类 波兰 磁性拼图 PEPCO 化学危害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9
召回曰 撤出
市场

A12/0612/19 玩具类 匈牙利
塑料玩具

套装
Bai Bian

化学危

害曰 窒
息曰 损伤
听力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曰 EN

62115
召回曰 撤出
市场

A12/0613/19 玩具类 波兰 木制拼图 PEPCO 化学危害 REACH 召回曰 撤出
市场

A12/0615/19 玩具类 拉脱维亚 塑料娃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619/
19? 玩具类 立陶宛 玩具狗 未知 环境污染 RoHS 2 撤出市场

A12/0620/19 玩具类 捷克 音乐玩具 未知

化学危

害曰 环境
污染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62115曰

RoHS 2
撤出市场

A12/0583/19 日用电器

与设备类
塞浦路斯

电源插座

适配器

Bohemian, L.
H 触电 相关国家标准 撤出市场

A12/0604/19 日用电器

与设备类
法国 直发器 SURKER 触电

低电压指令曰
EN 60335 召回

A12/0616/19 日用电器

与设备类
匈牙利 水缸气泵 XiLONG 烧伤曰 火

灾

低电压指令曰
EN 60335 撤出市场

A11/0018/19 机械类 爱尔兰
电动背负

式喷雾器
Kobold 烧伤曰 触

电曰 火灾
机械指令曰 EN

60355-1
禁止销售曰
拒绝进口

A11/0019/19 玩具类 丹麦
玩具弓箭

套装
Sport 1 受伤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INFO/0045/
19 文具类 希腊

带橡皮擦

的铅笔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禁止销售曰

撤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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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看出，本周被通报的有 7类产

品，分别被采取了不同的通报措施，主要

有召回；撤出市场、销毁；禁止销售；拒

绝进口、撤出市场、召回。

其中：

机械类被通报 2项，主要原因是存在

烧伤、触电、火灾的危害，违反了机械指

令、EN 60355-1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

全 -通用要求；

玩具类被通报 13项，主要原因是存在

化学危害、窒息、损伤听力、窒息；受伤、

烧伤、化学危害；环境污染、环境污染的

危害，违反了玩具安全指令、EN 71-3玩

具安全 - 第 3 部分 特定元素的转移、

RoHS2法规、玩具安全指令、EN 71-1 玩

具安全 -第 1部分 机械与物理性能、玩具

安全指令；EN62115玩具标准、测试服务、

玩具安全指令；EN 71-9 玩具安全 -第 9

部分：有机化合物限值要求、REACH 认

证、RoHS 2；

厨房 /烹饪配件被通报 1项，主要原因

是存在受伤的危害，违反了压力设备指令；

EN 12778；

照明设备类被通报 2项，主要原因是

存在触电的危害，违反了低电压指令；EN

60598欧洲灯具安规标准；

日用电器与设备类被通报 3项，主要

原因是存在触电、烧伤；火灾的危害，违

反了低电压指令；EN 60335家用和类似用

途电器的安全 -通用要求；

文具类被通报 1项，主要原因是存在

化学危害，违反了 REACH法规《化学品的

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

（三）专题研究：出口遇冷威胁经

济 多国酝酿刺激措施

主要经济体公布最新的贸易和工业产

业数据，显示出口形势面临下行压力，这

已导致日本、德国、美国等的实体经济受

到冲击。对此，这些国家酝酿调整或推出

新的经济刺激政策。

多国出口遇冷

机构和多国发布的贸易数据显示，主

要经济体出口形势面临下行压力，全年贸

易形势预计也不容乐观。

美国商务部 2 月 27 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美国去年 12 月商品贸易逆差大幅扩

大。商品贸易逆差额上升 12.8%至 795亿

美元，进口增加也导致逆差扩大。由于食

品、工业用品等产品的出口急剧下降，导

致出口下降 2.8%。

经济高度依赖出口的德国也面临出口

遇冷压力。虽然该国在 2018年取得创纪录

贸易额，但种种迹象表明出口高增长难以

为继。

英国《金融时报》 2月 28日发表题为

《德国出口业准备迎接全球冲击》的文章。

文中指出，全球贸易摩擦、美国优先保护

主义以及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疲软对

德国的冲击尤其严重。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最新数据，汽车

和汽车零部件产品依旧是德国 2018年最主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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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出口产品，出口额达 2297亿欧元，但

未来受到贸易摩擦不确定性也最大。统计

专家指出，汽车产品出口的目的地主要是

美国，出口额达 272亿欧元。与此相对的，

德国自美国进口的汽车仅为 52亿欧元。仅

汽车产品德对美贸易顺差就达到了 220亿

欧元，因此美国再三威胁要对欧洲进口汽

车加征关税。

日本官方数据显示，1月出口降幅创逾

两年来最大，同时也是连续第四个月出现

逆差。

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 （CPB） 日前发

布报告指出，2018年第四季全球贸易由盛

转衰，全球贸易摩擦已导致全球经济增长

降温。

2019年至今，贸易尚未见到出现强劲

反弹迹象。IHS Markit在 1月份对 40多国

13500家制造业者进行的调查发现，新出

口订单已连续第五个月下滑，减幅创下

2016年 5月以来最大。

世界贸易组织（WTO）最新发布的全

球贸易季度展望指数为 96.3，是 2010年 3

月以来的最低值。该指数涵盖了全球贸易

的几大驱动因素，数值低于 100意味着全

球贸易增速低于趋势水平。

WTO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贸易紧张局

势加上持续的政治风险和金融动荡，可能

预示着更广泛的经济低迷态势。WTO 预

计，2019年全球贸易活动增长 3.7%，较

2018年的 3.9%放缓，并有可能进一步下

降。

实体经济遭冲击

外部需求萎缩、出口下滑直接导致了

多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遇到不同程度挑

战。

日本官方 2月 28日公布 1月份工业生

产数据，显示制造业已经受到外部需求下

滑带来的冲击。1 月工业生产较前月减少

3.7%，降幅高于市场预估中值下降 2.5%，

且是连续第三个月萎缩。

日本经济产业省调查的制造商预计，2

月份工业生产将反弹 5.0%，但 3月份将下

降 1.6%，由此可见未来的道路也将崎岖不

平。经济产业省一位官员表示，汽车、电

气和生产机械、电子零件和设备产量的急

剧下降拖累整体生产活动，并称暂时不会

出现大幅反弹。

经济产业省下调了对生产活动的评估，

称其陷入“停滞”。“前景主要还得看外部

需求，但制造业者目前尚未面临被迫减产

以调整库存的境地。”

制造业疲弱也发生在美国，2018年 12

月，美国制造商品的订单几乎没有增长，

企业在设备上的支出也远低于此前的预期，

直指制造业活动正在放缓。

德国方面，被认为是经济发展风向标

的伊弗经济研究所商业景气指数连续下滑，

从 1月份的 99.3点降至 98.5点，为 2014

年 12月以来最低水平。德国商业景气指数

各项指标中，制造业指数、建筑业指数和

服务业指数均继续下降，今年以来德国经

济表现疲软。德国政府最新预测显示，今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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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德国经济将增长 1.0%，远低于此前预计

的 1.8%。

德国制造业 PMI初值自 1月的 49.7降

至 47.6，创 74个月新低，逊于市场预期的

49.7。德国制造业产出指数自 1月的 50.3

降至 48.0，创 74个月新低。出口订单创下

六年多来最大降幅。IHS Markit 首席经济

学家史密斯指出，导致德国制造业订单放

缓的因素包括贸易紧张局势的不确定性、

汽车业景气疲软以及欧洲内部越来越大的

竞争压力。

欧元区 2月制造业 PMI初值也跌破荣

枯线至 49.2，为 2013年 6月以来首次。2

月欧元区整体经济增长集中在服务业，制

造业新订单降幅创近六年来最大，其中新

出口订单下降速度较 1月加快。

刺激措施渐近

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多个国家纷纷

酝酿调整或推出新的刺激政策，以维持经

济上行动力。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2月 27日表示，美

联储将在今年稍晚停止缩减规模达 4万亿

美元的资产负债表，结束缩表进程。另外，

担忧下行压力增加，美联储去年 12 月表

示，今年可能会加息两次。但许多民间经

济学家认为，美联储今年年底前将维持利

率不变。

鲍威尔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重复了

美联储自今年 1 月以来一直做出的保证，

也就是打算在决定下一步的利率举措时保

持耐心。

在日本，货币宽松基调也呈维持之势。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日前表示，如果日

元升值影响到日本经济运行和物价走势，

在必要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宽松规模仍是

央行的选项之一。

黑田东彦重申，日本央行依然有足够

的政策工具，下调长期利率和短期利率目

标，继续扩大资产购买等方式都会被考虑

在内。

德国更是将政策直接作用于制造业。

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日前制定了《国

家工业战略 2030》，并将“保障或恢复德

国与欧盟的经济与技术领先地位”确立为

目标。

根据该战略，经济界、国家和研究机

构应当共同努力，使德国和欧盟工业产值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逐步达到并保

持在 25%与 20%。这一目标应当在 2030

年之前完成。根据欧洲统计局的数据，

2017年制造业为德国国内生产总值作出了

23.4%的贡献。

按照阿尔特迈尔的议程，国家应当将

精力主要投入到对德国经济尤其重要的行

业。根据这项战略的草案，其中包含九个

“关键工业领域”，分别是原料产业、化工

产业、设备和机械制造、汽车及其零部件

制造、光学与医学仪器产业、环保技术部

门、国防工业、航空航天工业以及运用 3D

打印等新制造技术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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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发布 G/TBT/N/EU/646号通报，
继续批准活性物质甲基立枯磷的使用

欧盟委员会于 2019年 3月 18日发布

G/TBT/N/EU/646号通报，欧盟委员会法规

实施细则规定依照法规(EU) No 1107/2009

继续批准活性物质甲基立枯磷。

欧盟委员会法规实施细则草案规定依

照法规（EC） No 1107/2009继续批准活性

物质甲基枯磷，但是，必须包括某些条件

和限制，特别是，只批准在观赏植物和马

铃薯上使用。现有的含甲基立枯磷的授权

植物保护产品将修改或从市场撤销。批准

的限制是基于该物质在欧盟作为杀虫剂活

性物质使用依照法规（EC） No 1107/2009

做出的首次评估，该物质以前按照指令

91/414/EEC被批准。在限制使用含有这种

物质的产品后，将对最大残留（MRLs）采

取单独措施，并将根据 SPS程序发出单独

通报。

对于依照法规（EC） No 1107/2009批

准的活性物质，必须证明该物质对人类健

康、动物健康或环境无害。在甲基立枯磷

的评估和同业评审过程中确定了一些未完

成的关注问题或领域，在欧洲食品安全局

（EFSA）的结论中做出了详细说明。为了

减少消费者对某些代谢物的接触，并减少

水生生物和野生哺乳动物的接触，只有在

观赏植物和马铃薯上使用被认为是可以接

受的。

欧盟委员会第 844/2012号执行条例规

定了根据第 1107/2009号条例第 14条提交

的活性物质的更新程序。这些物质的清单

由欧盟委员会第 686/2012 号执行条例确

定。甲基是第 686/2012号条例所列的活性

物质之一。

根据该条例第 1条，瑞典的报告员国

(RMS)和丹麦的联合报告员国(co - RMS)收

到了住友化学农业欧洲公司 (Sumitomo

Chemical Agro Europe S.A.S.)的申请，要

求重新批准活性物质托洛芬 -甲基。根据

《条例》第 8条的规定，RMS检查了文件

的完整性，并告知申请人、共同 RMS(丹

一带一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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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 )、欧洲委员会和欧洲食品安全管理局

(EFSA)是否受理。

在 EFSA于 2016年 11月 11日收到的

更新评估报告(RAR)中，RMS 对托洛芬 -

甲基的档案进行了初步评估。根据《条例》

第 12条，EFSA将 RAR分发给成员国和申

请人住友化学农业欧洲 sa。，请参阅 2017

年 1月 12日的评论。EFSA也提供了评论。

此外，EFSA 对 RAR 进行了公众咨询。

EFSA 在 2017 年 3 月 15日将收到的所有

评论提交给了欧盟委员会。

在审议了在 RAR上收到的意见后，委

员会得出结论，应从申请人那里索取更多

资料，EFSA 应在哺乳动物毒理学、残留

物、环境命运和行为和生态毒理学方面进

行专家咨询。

根据《条例》第 13(1)条，EFSA 应就

托洛芬 -甲基是否能达到欧洲议会和理事

会第 1107/2009号规例第 4条规定的批准

标准作出结论。

本报告的结论是在评估申请人提出的

马铃薯、莴苣和观赏植物中甲酚甲基作为

杀菌剂的代表性用途的基础上得出的。代

表性用途的详细资料可在附录中找到。

根据欧洲联盟提出的代表用途，甲基

托氯磷的使用可产生足够的杀菌效果。

在特性、物理化学性质和分析方法方

面，确定了其中一个来源的工业规模数据，

一种具有代表性的配方的保质期研究最后

报告和日志的数据空白。数据显示，基质

效应在土壤中并不显著。

背景

欧盟委员会执行条例第 844/2012号

规定了根据第 1107/2009号条例第 14

条提交的关于活性物质核准续期程序的规

定。这对欧洲食品安全局规定了组织成员

国、申请者和公众就报告员成员国和共同

报告员成员国在更新评估报告中提供的初

步评价进行磋商的程序，并酌情组织组专

家协商。

根据“条例”第 13条，除非欧洲联盟

委员会正式通知没有必要做出结论，否则

欧洲金融管理局必须在规定提交书面评论

的期限结束后 5 个月内，通过一项结论，

说明该活性物质是否符合第 1107/2009 号

条例第 4条规定的批准标准，在申请人根

据第 13条第（3）款要求提交补充资料的

情况下，再延长 3个月。

根据“条例”第 1条，瑞典的 RMS和

丹麦的共同 RMS收到住友化工公司欧洲 S.

A.S的申请，要求重新批准托氯磷 - 甲基

活性物质。按照“条例”第 8 条的规定，

移民管理系统检查了卷宗的完整性，冰箱

申请人、共同 RMS、欧洲联盟委员会和

EFSA通报了可否受理问题。

RMS对欧洲金融管理局于 2016年 11

月 11日收到的 RAR中关于托氯磷 -甲基

的档案进行了初步评估。

根据“条例”第 12条，欧洲金融管理

局于 2017年 1月 12日向成员国和申请者

Sumitomo 化学农业欧洲 S.A.S.分发了

RAR，以供磋商和评论。EFSA也提供了评

一带一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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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此外，欧洲金融管理局还就资源评估

进行了一次公众咨询。EFSA整理并转交了

2017 年 3 月 15 日收到的所有评论意见。

同时，已将经过核对的评论意见以报告表

的格式送交驻地管路系统进行汇编和评价。

专家协商的必要性和申请人根据“条

例”第 13条第（3）款提交补充资料的必

要性，在 2017年 4月 27日 EFSA和 RMS

之间的电话会议上审议了这一问题。根据

收到的评论、申请人对评论的答复和均方

根对这些评论的评价，会议得出结论认为，

应要求申请者提供的补充资料，欧洲海洋

环境管理局应在哺乳动物毒理学、残留、

环境命运和行为以及生态毒理学等领域进

行专家协商。

电话会议的结果以及 EFSA 对这些评

论的进一步审议反映在报告表第 4栏中的

结论中。在评论阶段结束时并未解决所有

要点，包括需要在专家协商中审议的问题，

均由欧洲金融行动局以评价表的格式汇编。

2017年 11月至 12月，通过书面程序

与成员国就风险评估同行审评得出的结论

进行了最后的磋商。

本结论报告概述了对活性物质和具有

代表性的制剂进行风险评估的同行审评的

结果，评估依据的是申请者提议的甲基托

氯磷作为杀菌剂在马铃薯、莴苣和观赏植

物上的代表性用途。

残余物定义所列化合物风险评估概览

触发对环境部门影响数据评估表

表 1 土

化合物 持久力 生态毒理学

托克洛芬-甲基 中低 渊DT冤 50=2.1-31天 低风险

DM-TM 很低到很低 渊DT冤 50=0.08-3.6天 低风险

Ph-CH3 非常低到中等 渊DT冤 50=0.04-13.8天 低风险

表 2 地下水

化合物 毒理学相关

托克洛芬-甲基 是的

DM-TM 未触发评估

Ph-CH3 未触发评估

土壤移动性
<0.1滋g/L在 1米深度的代

表性用途
农药活性

固定到低移动 焦点 GW院 否 是的

极高迁移率 焦点 GW院 否 无数据

极高迁移率 焦点 GW院 否 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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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地表水沙

化合物 生态毒理学

托克洛芬-甲基 2/3重点场景中使用观赏性植物的高风险尧 马铃薯和莴苣使用的低风险

DM-TM 低风险

Ph-CH3 低风险

表 4 空气

化合物 毒理学

托克洛芬-甲基 低急性吸入毒性大鼠吸入>2.07毫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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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标准局于 2019年 3月 25日发布 G/TBT/N/IND/90号通报，根据《钢铁及钢材产品

（质量控制）订单》相关事宜，在印度销售的钢铁产品应符合 IS系列印度标准，并且带有相

应标准标识以及检验证书。

根据通报草案，在印度市场流通的钢铁产品应符合以下要求：

金砖国家专题

印度发布钢铁产品（质量控制）需求

金砖国家专题

2 不锈钢管

1. 不锈钢管和管材应采用不锈钢制品制造袁 并符合 IS 3024和 IS 648
的标准规定遥
2. 不锈钢管应附有所列印度标准规定的不锈钢产品的检验证书遥

产品 基本需求

1 变压器的冲压件

/层压件/铁芯
采用 BIS标准标记的晶粒取向电工钢板应符合 IS 3024:2015标准尧 采
用 BIS标准标记的冷轧无取向电工钢板应符合 IS 648:2006标准

此通报的目标和理由：提高钢和钢产品的质量，以保障国家基础设施的安全和人类健康

与安全。

相关文件： 1. 《2019 年钢铁和钢材产品 （质量控制） 订单》 https://steel.gov.

in/sites/default/files/steel% 20quality% 20control% 20order% 202019% 20-%

20intermediate%20products%20.pdf

2. BIS行为

3.创新科技署，2017年附表 1-进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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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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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