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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简报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标准信息

平台暨标准化中英双语智能翻译云平

台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

2019 年 4月 23 日上午，由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指

导，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主办的“‘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标准信息平台（以下简称信

息平台）”暨“标准化中英双语智能翻译云

平台（以下简称翻译云平台）”新闻发布会

在北京召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

创新管理司司长崔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党委书记王宗龄等领导出席会议，新闻媒

体、企业、科研机构、高校、部分国外标

准化组织驻华机构代表等约 60余人参加了

发布会。会议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

李爱仙主持。

崔钢在致辞中介绍了“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标准化国际合作情况，提出了希望

信息平台和翻译云平台这两项重要成果能

够更广泛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更深入地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会议播放了两个

平台的介绍演示短片，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王宗龄书记宣读发布词，之后，参会领导

和嘉宾共同启动信息平台和翻译云平台。

据悉，“信息平台”首次对“一带一

路”国家有关标准信息进行分类和翻译，

全面展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108

个共建国家的标准化概况，针对 35个国家

及 ISO、IEC、ITU等 5个国际组织的标准

题录信息进行数据集成，并提供精准检索

服务，使标准信息有序可达，为”一带一

路”国家间架起了一座标准互联互通的桥

梁纽带。

“翻译云平台”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国家质量基础的共性技术研究与应用”

（NQI）专项的一项重要成果。平台构建了

4200万中文字符和 2200 万英文单词的权

威标准化英汉语料库，可提供多种格式标

准文本、标准化文件资料以及其他各领域

资料的快速中英互译，为标准联通共建

“一带一路”提供了重要的语言支撑。

希望以本次发布活动为契机，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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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一带一路”标准互联互通水平，为

“一带一路”建设贡献“标准”智慧！

《普通照明用 LED平板灯能效限

定值及能效等级》国家标准审查会在

京召开

2019 年 4 月 28 日，全国能源基础与

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能

标委） 在北京组织召开了 《普通照明用

LED平板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国家

标准审查会。来自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

司、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地方节能合

作机制专家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

理研究所、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北京化工大学和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等单位的二十余位专

家代表，以及来自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标

准起草单位的代表，共同出席了此次会议。

由全国能标委委员组成的标准审查组

专家听取了标准起草组关于标准提出背景、

制定过程和主要技术内容的汇报说明，并

对标准送审稿进行了充分、细致的认真讨

论和逐章、逐条的全面审查。审查组一致

同意通过对该标准的审查，建议起草组根

据审查修改意见，尽快完成对标准送审稿

的修改和完善，形成报批稿后报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批准、

发布。

LED平板灯是室内照明产品中的主要

品种之一，是一种采用 LED光源、平面发

光的新型灯具，具有设计简洁、照度均匀、

光线舒适柔和、照明效果良好的特点，广

泛应用于酒店、会议室、工厂或办公室、

商业、住宅或者公共设施、学校、医院等

场所。近年来，LED平板灯替代双端荧光

灯、格栅灯具的速度明显加快，市场占比

显著扩大。LED 平板灯能效标准的制定对

于提高我国普通照明用 LED平板灯能效水

平、引导企业节能技术进步、促进 LED平

板灯产业健康发展、加快推进室内照明系

统节能改造、增强 LED平板灯产品国际竞

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可为国家照明领域实

施相关节能制度和措施提供技术支撑。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第二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

幕式，并发表题为 《齐心开创共建

“一带一路”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

国家主席习近平 4月 26日在北京国家

会议中心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齐心开

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的主旨演

讲，强调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各国发

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

了新天地。面向未来，我们要秉持共商共

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

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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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

向不断前进。

习主席宣布，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

改革开放举措，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我们将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更大

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更大规

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更加有效实施国

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更加重视对外开放

政策贯彻落实。

习主席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目的是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携

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

利共赢、共同发展。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首届高峰论坛的各项成果顺利落实，15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协议。从亚欧大陆到非洲、

美洲、大洋洲，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

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

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

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

新贡献，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

习主席指出，共建“一带一路”，顺应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

系变革的时代要求，顺应各国人民过上更

好日子的强烈愿望。面向未来，我们要聚

焦重点、深耕细作，共同绘制精谨细腻的

“工笔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

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我们要秉持共商

共建共享原则，倡导多边主义，通过双边

合作、三方合作、多边合作等各种形式，

聚沙成塔、积水成渊。我们要坚持开放、

绿色、廉洁理念，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

金融，坚持一切合作都在阳光下运作，愿

同各方共建风清气正的丝绸之路。我们要

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

引入各方普遍支持的规则标准，推动企业

在项目建设、运营、采购、招投标等环节

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进行，同时

要尊重各国法律法规。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聚焦消除贫困、增加就业、

改善民生，让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更好

惠及全体人民，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实实在在的贡献，同时确保商业和财政上

的可持续性，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习主席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关键

是互联互通。我们应该构建全球互联互通

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发展繁荣。中国将同

各方继续努力，构建以新亚欧大陆桥等经

济走廊为引领，以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

等大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以铁路、

港口、管网等为依托的互联互通网络。我

们欢迎多边和各国金融机构参与共建“一

带一路”投融资，通过多方参与实现共同

受益的目标。我们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推动

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

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中方今年将举办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各方进入

中国市场搭建更广阔平台。我们要顺应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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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探寻新的增长动

能和发展路径，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创新

丝绸之路，继续实施共建“一带一路”科

技创新行动计划。我们要致力于加强国际

发展合作，为发展中国家营造更多发展机

遇和空间，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实现可持

续发展。我们要积极架设不同文明互学互

鉴的桥梁，深入开展各领域人文合作，形

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格局。

习近平宣布，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

改革开放举措，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

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第一，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

中国已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

理模式，将继续大幅缩减负面清单，推动

现代服务业、制造业、农业全方位对外开

放，并在更多领域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

营。我们将新布局一批自由贸易试验区，

加快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我们将加快制

定配套法规，确保严格实施 《外商投资

法》。我们将以公平竞争、开放合作推动国

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淘汰落后和过

剩产能，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第二，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

际合作。中国将着力营造尊重知识价值的

营商环境，全面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

系，大力强化执法，加强对外国知识产权

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杜绝强制技术转让，

完善商业秘密保护，依法严厉打击知识产

权侵权行为。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合作，创造良好创新生态环境，

推动同各国在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基础上开

展技术交流合作。

第三，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

我们将进一步降低关税水平，消除各种非

关税壁垒，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高质量产

品。我们愿意进口更多国外有竞争力的优

质农产品、制成品和服务，促进贸易平衡

发展。

第四，更加有效实施国际宏观经济政

策协调。中国将加强同世界各主要经济体

的宏观政策协调，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强劲、

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中国不搞以邻

为壑的汇率贬值，将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

形成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

的基本稳定。中国积极支持和参与世贸组

织改革，共同构建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

则。

第五，更加重视对外开放政策贯彻落

实。我们高度重视履行同各国达成的多边

和双边经贸协议，加强法治政府、诚信政

府建设，建立有约束的国际协议履约执行

机制，按照扩大开放的需要修改完善法律

法规，在行政许可、市场监管等方面规范

各级政府行为，清理废除妨碍公平竞争、

扭曲市场的不合理规定、补贴和做法，公

平对待所有企业和经营者，完善市场化、

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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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强化绿色

技术标准引领 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

技术创新体系

近日，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印发了

《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

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意见》

强调，要强化绿色技术标准引领。通过建

立绿色技术标准体系、产品全生命周期管

理、绿色金融等措施，塑造绿色技术创新

环境，汇聚社会各方力量，着力于降低消

耗、减少污染和改善生态技术供给和产业

化，为经济社会向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转变提供动力。

《意见》 指出，绿色技术是指降低消

耗、减少污染、改善生态，促进生态文明

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兴技术，

包括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

态保护与修复、城乡绿色基础设施、生态

农业等领域，涵盖产品设计、生产、消费、

回收利用等环节的技术。绿色技术创新正

成为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和科技竞争的重

要新兴领域。伴随我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经济体系的建立健全，绿色技术创新日益

成为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成为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意见》明确提出了我国构建市场导向

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目标：到 2022年，

基本建成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得到强化，出

现一批龙头骨干企业，“产学研金介”深

度融合、协同高效；绿色技术创新引导机

制更加完善，绿色技术市场繁荣，人才、

资金、知识等各类要素资源向绿色技术创

新领域有效集聚，高效利用，要素价值得

到充分体现；绿色技术创新综合示范区、

绿色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创新中心等形成

系统布局，高效运行，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并充分转化应用。

在培育壮大绿色技术创新主体方面，

《意见》要求，要强化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

主体地位。研究制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认

定标准规范，开展绿色技术创新企业认定。

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十百千”行动，培育

10个年产值超过 500亿元的绿色技术创新

龙头企业，支持 100家企业创建国家绿色

企业技术中心，认定 1000家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

在强化绿色技术创新的导向机制方面，

《意见》强调，要加强绿色技术创新方向引

导，强化绿色技术标准引领。

《意见》同时指出，要推进绿色技术创

新评价和认证。推行产品绿色 （生态）设

计，发布绿色（生态）设计产品名单，编

制相关评价技术规范。大力推动绿色生产，

健全绿色工厂评价体系，开展绿色工厂建

设示范。推动企业运用互联网信息化技术，

建立覆盖原材料采购、生产、物流、销售、

回收等环节的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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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推进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认证制

度，对家用电器、汽车、建材等主要产品，

基于绿色技术标准，从设计、材料、制造、

消费、物流和回收、再利用环节开展产品

全生命周期和全产业链绿色认证。积极开

展第三方认证，加强认证结果采信，推动

认证机构对认证结果承担连带责任。

政务服务事项全国标准统一 电子

证照将跨部门共享

《国务院关于在线政务服务的若干规

定》自 4月 30日施行。规定提出政务服务

事项全国标准统一，规范化、标准化编制

办事指南，实现电子证照跨地区、跨部门

共享和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等。专家表示，

新规有诸多亮点，给企业和群众办事带来

更多便利，有望实现“一处办理、处处认

可”“一份资料、全国共认”。

规定提出，推动实现政务服务事项全

国标准统一、全流程网上办理。

中央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

胡颖廉说，各地在线政务服务不断提速，

形成了诸多经验和模式，然而各地的探索

具有“碎片化”特征，规范化、标准化建

设有待完善。

胡颖廉表示，全国标准统一、全流程

网上办理致力于解决上述弊端，将给企业

和群众办事带来诸多便利，例如“一处办

理、处处认可”“一份资料、全国共认”

等。当然，这一目标的实现也需要突破一

些障碍，例如各部门和各地需要根据中央

统一部署建平台、建机制、建标准，需要

硬件投入和软件更新。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宋华琳说，政

务事项的全国标准统一，有助于明确政务

服务事项的基准，进而做到相同情况相同

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处理。通过全流程网

上办理，使得“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

跑腿”。下一步，还需要对已有政务服务事

项进行梳理，规范事项名称，逐步统一办

理的程序流程、实体标准，明确办事的材

料要求。

规定提出，政务服务机构应当按照规

范化、标准化要求编制办事指南，明确政

务服务事项的受理条件、办事材料、办理

流程等信息。

胡颖廉说，目前公布的办事指南往往

基于不同政务服务提供主体的理解设定资

质、资料、程序等要求，部门间、区域间

差异较大。有些办事指南不够具体明确，

有些则过于复杂，使得行政相对人不易理

解，容易滋生中介机构和相关乱象。

胡颖廉表示，要推进办事指南的标准

化和规范化，遵循全国统一标准、设定要

求合法、工作流程透明、信息互联互通等

要求。“特别重要的是，过去分散掌握信

息的主体必须树立全新的理念，不能把信

息作为自己的资源，而要通过共享信息和

互通信息提升工作效能。”胡颖廉说。

宋华琳说，目前有的政务服务机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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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事项办理，如社保、公积金、户籍等

事项的办理，并没有公布指南，作为行政

相对人，只能去窗口问一线行政人员，甚

至每次还会得出不一样的答案，无形中增

加了行政机关的裁量空间。

宋华琳表示，政务服务机构编制办事

指南，明确政务服务事项的受理条件、办

事材料、办理流程等信息，这将给公权力

以自我约束，给行政相对人以正当期待。

办事指南应真正具有“指南”的性质，表

述清晰，易于行政相对人理解，要涵盖政

务服务的实质性要点，包括受理条件、办

事材料格式和内容、办事程序等。

规定提出，国家建立电子证照共享服

务系统，实现电子证照跨地区、跨部门共

享和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

胡颖廉说，过去一些省份在本地率先

推行电子证照，但获证企业到其他省份开

展生产经营活动时，遭遇所在地监管部门

不认可的问题，这不利于营造良好营商环

境和优化对企业的服务。对群众个人而言，

现实中也经常出现为了一纸证明“跑断腿”

的事件。因此，电子证照的推广有望解决

这些问题。

“电子证照的引入，是打造数字政府的

要求，这体现了政府治理理念创新、行政

管理方式改革和行政程序的再造。”宋华琳

说。

宋华琳说，电子证照作为具有法律效

力和行政效力的专业性、凭证类电子文件，

日益成为市场主体和公民活动办事的主要

电子凭证，是支撑政府服务运行的重要基

础数据。承认电子证照与纸质证照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有助于政务信息资源的共享

与整合，有助于避免群众和企业办事重复

提交证明材料。

“哪些政府信息可以共享，共享的范

围、程序是什么，目前都缺少相应的法律

依据，缺少整体划一的规定。”宋华琳表

示，未来我国政府信息共享应秉承职能共

享、规范有效、及时完整、合法使用、保

障安全的原则。政府信息应当以共享为原

则，不共享为例外。各政务部门形成的政

务信息资源原则上应予共享，涉及国家秘

密和安全的，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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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号 通报国 通报标题 通报日期

G/TBT/N/CAN/584 加拿大
RSS-GEN，第 5 版，修订 1；RSS-246，第 1 版；

RSS-HAC，第 1版
2019-4-18

G/TBT/N/THA/517/A

dd.1
泰国 电磁兼容性 2019-4-18

G/TBT/N/UKR/123/A

dd.2
乌克兰 定向灯、发光二极管及相关设备生态设计要求法规 2019-4-18

G/TBT/N/TPKM/291

/Rev.1/Add.1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新化学物质和现有化学物质登记法规修订案 2019-4-18

WTO/TBT通报 渊2019年 4月 18日要2019年 5月 15日冤

专题发布

2019年 4月 18日至 2019年 5月 15日WTO秘书处共发布了WTO 各成员国 246项

通报，其中厄瓜多尔 45项，乌干达 37项，卢旺达 28项，美国 24项，肯尼亚 14项，埃

及 10项，以色列、博茨瓦纳 8项，加拿大 7项，阿根廷 6项，泰国、台澎金马单独关税

区、坦桑尼亚、中国、韩国各 5项，布隆迪 4项，欧盟、沙特阿拉伯、印度各 3项，乌克

兰、瑞士、墨西哥、巴西、南非、乌拉圭、巴拉圭各 2项，德国、阿尔巴尼亚、日本、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土耳其、俄罗斯各 1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科威特、阿曼、卡

塔尔、沙特阿拉伯联合发布 1项。

渊一冤 2019年 5月WTO/TBT通报信息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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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ECU/372 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标准协会技术法规 PRTE INEN NO.033“瓷

砖”第 3次修订草案
2019-4-18

G/TBT/N/U-

GA/752/Add.1
乌干达 校服面料 2019-4-18

G/TBT/N/ARG/350/

Add.1
阿根廷 工业阀门 2019-4-23

G/TBT/N/USA/1473 美国
能源节约计划：关于 DOE测试程序中测量平均使用

周期或期限的信息请求通知
2019-4-24

G/TBT/N/UKR/112/A

dd.2
乌克兰 关于无线电设备的技术法规 2019-4-24

G/TBT/N/UGA/1056 乌干达 PVC-U制成的屋檐水槽和配件 2019-4-24

G/TBT/N/U-

GA/947/Add.1
乌干达 测定汽车发动机油均匀性和混溶性的标准试验方法 2019-4-24

G/TBT/N/U-

GA/925/Add.1
乌干达 可过滤物质和不可过滤物质的标准试验方法 2019-4-24

G/TBT/N/U-

GA/924/Add.1
乌干达

使用顶空取样的水中可清除有机化合物的标准试验方

法
2019-4-24

G/TBT/N/U-

GA/871/Add.1
乌干达 水泥测试方法 2019-4-24

G/TBT/N/CAN/585 加拿大 修订麻醉药品控制法规 2019-4-24

G/TBT/N/U-

GA/816/Add.1
乌干达 道路交通车辆 -公交车车身设计和施工 2019-4-24

G/TBT/N/U-

GA/781/Add.2
乌干达 游戏设备 -赌场要求 2019-4-24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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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ISR/1045 以色列 液化石油气装置 2019-4-24

G/TBT/N/ISR/1044 以色列 罐装蔬菜 2019-4-24

G/TBT/N/ECU/379 厄瓜多尔 学校和机构商业客运车辆 2019-4-24

G/TBT/N/ECU/376 厄瓜多尔 线性产品 2019-4-24

G/TBT/N/ECU/375 厄瓜多尔 咖啡、香草和能量饮料 2019-4-24

G/TBT/N/ECU/374 厄瓜多尔 奶嘴模型 2019-4-24

G/TBT/N/ECU/373 厄瓜多尔 机动车零件最低安全要求 2019-4-24

G/TBT/N/U-

GA/864/Add.1
乌干达 水泥测试方法 2019-4-24

G/TBT/N/ECU/384 厄瓜多尔 乳制品 2019-4-24

G/TBT/N/ECU/383 厄瓜多尔 矿泉水和纯净水 2019-4-24

G/TBT/N/TPKM/374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在化妆品的外包装或容器上标有“医药”“药品”等

标签
2019-4-24

G/TBT/N/THA/539 泰国 改造线性荧光灯的双端 LED灯 -安全规范 2019-4-24

G/TBT/N/ISR/1050 以色列 饮用牛奶 2019-4-24

G/TBT/N/ISR/1049 以色列 蒸汽锅炉 2019-4-24

G/TBT/N/ISR/1048 以色列 补丁和果冻粉 2019-4-24

G/TBT/N/ISR/1047 以色列 液化石油气 2019-4-24

G/TBT/N/ISR/1046 以色列 含铅汽油 2019-4-24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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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ECU/378 厄瓜多尔 油漆 2019-4-24

G/TBT/N/ECU/377 厄瓜多尔 自行车安全要求 2019-4-24

G/TBT/N/E-

CU/10/Add.2
厄瓜多尔 商品标签 2019-4-24

G/TBT/N/DEU/16 德国 动物福利标签 2019-4-24

G/TBT/N/USA/1474 美国 微生物设备；芽孢杆菌的体外检测 2019-4-24

G/TBT/N/ALB/90 阿尔巴尼亚 高压电线的技术要求 2019-4-25

G/TBT/N/ISR/1051 以色列 火灾探测系统 2019-4-25

G/TBT/N/RWA/262 卢旺达 唇膏 2019-4-25

G/TBT/N/RAW/261 卢旺达 接发 2019-4-25

G/TBT/N/RAW/259 卢旺达 聚乙烯储水罐 2019-4-25

G/TBT/N/RAW/258 卢旺达 游泳池水质容差限制 2019-4-25

G/TBT/N/RAW/257 卢旺达 身体油 2019-4-24

G/TBT/N/RAW/256 卢旺达 除臭剂和止汗剂 2019-4-25

G/TBT/N/RAW/255 卢旺达 化妆品行业甘油 2019-4-25

G/TBT/N/RAW/254 卢旺达 发胶 2019-4-25

G/TBT/N/ECU/382 厄瓜多尔 稀释剂 2019-4-24

G/TBT/N/ECU/381 厄瓜多尔 灰铸铁 2019-4-24

G/TBT/N/ECU/380 厄瓜多尔 电气外壳 2019-4-24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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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RAW/253 卢旺达 护唇膏 2019-4-25

G/TBT/N/RAW/252 卢旺达 唇彩 2019-4-25

G/TBT/N/RAW/251 卢旺达 速溶咖啡 2019-4-24

G/TBT/N/RAW/249 卢旺达 家用漂白剂 2019-4-25

G/TBT/N/RAW/248 卢旺达 烘焙咖啡豆和咖啡粉 2019-4-25

G/TBT/N/RAW/247 卢旺达 绿色咖啡豆 2019-4-25

G/TBT/N/RAW/246 卢旺达 危险货物分类分别 2019-4-25

G/TBT/N/RAW/245 卢旺达 危险货物包装 2019-4-25

G/TBT/N/RAW/244 卢旺达 危险运输物运输应急卡 2019-4-25

G/TBT/N/RAW/243 卢旺达 公路运输应急信息系统 2019-4-25

G/TBT/N/RAW/242 卢旺达 空气清新剂 2019-4-25

G/TBT/N/RAW/241 卢旺达 须后水 2019-4-25

G/TBT/N/RAW/240 卢旺达 婴儿油 2019-4-25

G/TBT/N/RAW/239 卢旺达 杀虫剂 -取样方法 2019-4-25

G/TBT/N/RAW/238 卢旺达 杀虫剂 -术语 2019-4-25

G/TBT/N/RAW/237 卢旺达 排放限值 -第 1部分 -道路车辆 2019-4-25

G/TBT/N/RAW/236 卢旺达 排放限值 -第 2部分 -非道路移动机械 2019-4-25

G/TBT/N/RAW/235 卢旺达 排放限值 -第 3部分 -活力发电厂 2019-4-25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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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RAW/234 卢旺达 香水规范 2019-4-25

G/TBT/N/EGY/209 埃及 特殊膳食食品注册和处理管理规范 2019-4-25

G/TBT/N/RAW/260 卢旺达 化妆品用黄油 2019-4-25

G/TBT/N/ECU/390 厄瓜多尔 调料和调味品 2019-4-26

G/TBT/N/TZA/271 坦桑尼亚 工业改性酒精 2019-4-26

G/TBT/N/EU/653 欧盟 关于免除某些内燃机焊料中的铅 2019-4-26

G/TBT/N/TPKM/375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含塑料微珠的个人护理和化妆产品的制造、进口、销

售限制法案
2019-4-26

G/TBT/N/ECU/392 厄瓜多尔 电力变压器 2019-4-26

G/TBT/N/TP-

KM/354/Add.1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儿童雨衣 2019-4-26

G/TBT/N/TZA/270 坦桑尼亚 工业乙醇 2019-4-26

G/TBT/N/TZA/272 坦桑尼亚 南瓜种子规范 2019-4-26

G/TBT/N/ECU/386 厄瓜多尔 鞋类标签标签 2019-4-26

G/TBT/N/ECU/385 厄瓜多尔 三轮机动车 2019-4-26

G/TBT/N/ARG/336/

Add.2
阿根廷 产品包装用柔性铝管 2019-4-26

G/TBT/N/ECU/388 厄瓜多尔 控制路基移动源的污染排放物 2019-4-26

G/TBT/N/ECU/389 厄瓜多尔 淀粉产品 2019-4-26

G/TBT/N/EU/652 欧盟 某些橡胶部件中的邻苯二甲酸 2019-4-26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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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CHN/1318 中国 电动客车安全要求 2019-4-29

G/TBT/N/CHN/1319 中国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2019-4-29

G/TBT/N/KEN/878 肯尼亚 除臭剂与止汗剂 2019-4-29

G/TBT/N/KEN/877 肯尼亚 身体护理油 2019-4-29

G/TBT/N/KEN/876 肯尼亚 婴儿油 2019-4-29

G/TBT/N/KEN/875 肯尼亚 须后水 2019-4-29

G/TBT/N/CHN/1321 中国 消费召回管理规定 2019-4-29

G/TBT/N/USA/1475 美国 国家认可测验实验室测试标准清单 2019-4-29

G/TBT/N/CHN/1320 中国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2019-4-29

G/TBT/N/USA/1479 美国 取消某些肉类和家禽包装的双重标签 2019-4-29

G/TBT/N/USA/1478 美国 医疗设备分类：适合 I类的附件清单 2019-4-29

G/TBT/N/USA/1477 美国
国家有害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固定式燃气机残留风

险和技术审查
2019-4-29

G/TBT/N/USA/1476 美国
修订国家认可测试实验室计划相应测试标准清单和某

些 NRTL识别范围
2019-4-29

G/TBT/N/U-

GA/872/Add.1
乌干达 第 1响应人员防护装置活动范围评估标准规范 2019-4-29

G/TBT/N/U-

GA/857/Add.1
乌干达

消防和救援制服及其它热危害防护服的人体测量和尺

寸标准规范
2019-4-29

G/TBT/N/U-

GA/775/Add.1
乌干达 工业甲醇酒精 2019-4-29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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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U-

GA/748/Add.1
乌干达 校服：聚酯和羊毛面料 2019-4-29

G/TBT/N/KEN/883 肯尼亚 唇膏 2019-4-29

G/TBT/N/KEN/886 肯尼亚 公路护栏用波纹板型钢梁 2019-4-29

G/TBT/N/U-

GA/569/Add.1
乌干达 卫生巾 2019-4-29

G/TBT/N/KEN/885 肯尼亚 化妆品 2019-4-29

G/TBT/N/KEN/884 肯尼亚 接发 2019-4-29

G/TBT/N/KEN/882 肯尼亚 唇彩 2019-4-29

G/TBT/N/KEN/881 肯尼亚 护唇膏 2019-4-29

G/TBT/N/KEN/880 肯尼亚 发胶 2019-4-29

G/TBT/N/KEN/874 肯尼亚 空气清新剂溶胶 2019-4-29

G/TBT/N/KEN/879 肯尼亚 化妆品工业用甘油 2019-4-29

G/TBT/N/US-

A/1107/Add.6
美国 弗吉尼亚全州统一建筑规范 2019-4-30

G/TBT/N/ARG/364 阿根廷 膳食补充剂 2019-4-30

G/TBT/N/ARG/363 阿根廷 水基饮料、水和充气水 2019-4-30

G/TBT/N/ECU/399 厄瓜多尔 机动车制动系统的摩擦材料 2019-4-30

G/TBT/N/ECU/398 厄瓜多尔 液压系统用制动液 2019-4-30

G/TBT/N/ECU/396 厄瓜多尔 冷冻薯条 2019-4-30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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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USA/1480 美国 某些化学物质重要更新用途规则 2019-4-30

G/TBT/N/ECU/397 厄瓜多尔 汽车安全玻璃 2019-4-30

G/TBT/N/US-

A/1443/corr.1
美国 非处方防晒药品 2019-4-30

G/TBT/N/US-

A/1443/Add.1
美国 非处方防晒药:延长评议期 2019-4-30

G/TBT/N/US-

A/1409/Add.1
美国

撤销闭路逃生呼吸器的执行日期及澄清闭路逃生呼吸

器的批准后检测标准
2019-4-30

G/TBT/N/US-

A/1404/Add.1
美国 进口柚等级和尺寸变更 2019-4-30

G/TBT/N/US-

A/1390/Add.1
美国 美国加工蔬菜等级标准 2019-4-30

G/TBT/N/US-

A/1243/Add.2
美国 客运设备安全标准 2019-4-30

G/TBT/N/US-

A/1111/Add.4
美国 弗吉尼亚州游乐设施法规 2019-4-30

G/TBT/N/US-

A/1110/Add.4
美国 弗吉尼亚州工业建筑安全法规 2019-4-30

G/TBT/N/ECU/395 厄瓜多尔 饼干 2019-4-30

G/TBT/N/US-

A/1109/Add.6
美国 弗吉尼亚州全州统一防火规范 2019-4-30

G/TBT/N/U-

GA/907/Add.2
乌干达 苛性钠 2019-4-30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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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CHE/235 瑞士
修订“关于降低和使用某些特别危险物质、制剂和物

品有关的风险的法令”
2019-5-1

G/TBT/N/USA/1481 美国 能源节约计划:小型电动机测试程序 2019-5-1

G/TBT/N/USA/1110 沙特阿拉伯 建筑材料技术法规:水、电、气和系统空调管道 2019-5-1

G/TBT/N/US-

A/1370/Add.1
美国 对停止使用石棉的限制 2019-5-1

G/TBT/N/US-

A/1363/Add.1
美国

国家有机标准委员会建议国家允许物质和禁止物质清

单修订提案
2019-5-1

G/TBT/N/US-

A/242/Add.2
美国 要求提供免除服装纺织品易燃性和其它标准变化信息 2019-5-1

G/TBT/N/SAU/1109 沙特阿拉伯 烹饪中与食物接触的工具、表面和装置技术法规 2019-5-1

G/TBT/N/JPN/558/A

dd.1
日本 合理使用能源法案 2019-5-1

G/TBT/N/SAU/1108/

Add.1
沙特阿拉伯 某些食品中添加糖的上限 2019-5-1

G/TBT/N/ARE/461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
氢和燃料电池汽车技术法规 2019-5-2

G/TBT/N/MEX/439/

Add.2
墨西哥 碳氢化合物行业特殊管理废物分类标准 2019-5-2

G/TBT/N/MEX/219/

Add.8
墨西哥

汽油及其它液体燃料计量和配给系统 -规范和测试与

检验方法
2019-5-2

G/TBT/N/KOR/826 韩国
已经批准的活性物质和生物杀灭剂产品技术等效性或

相似性的活性物质和生物杀灭剂产品
2019-5-2

G/TBT/N/KOR/827 韩国 修订韩国机动车及零部件安全与性能法规 2019-5-2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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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CAN/427/

Rev.2/Add.1
加拿大 啤酒 2019-5-2

G/TBT/N/KOR/828 韩国 儿童伞和遮阳伞合格标准供应商声明修订草案 2019-5-3

G/TBT/N/KOR/829 韩国 伞和遮阳伞安全标准草案 2019-5-3

G/TBT/N/THA/540 泰国 硅酸盐水泥 2019-5-3

G/TBT/N/ECU/402 厄瓜多尔 糖果 2019-5-3

G/TBT/N/ECU/403 厄瓜多尔 家用洗衣机的能效 2019-5-3

G/TBT/N/TZA/274 坦桑尼亚 狗粮 2019-5-6

G/TBT/N/ARG/272/

Add.4
阿根廷 烟草制品 2019-5-6

G/TBT/N/BRA/825/A

dd.2
巴西 动物源产品中残留和污染物国家控制抽样计划 2019-5-6

G/TBT/N/ARG/365 阿根廷 修订阿根廷食品法典 -食品 -标题一般要求 2019-5-6

G/TBT/N/IND/98 印度 食品安全与标准法规修订草案 2019-5-7

G/TBT/N/IND/99 印度 涉及黑胡椒的印度农业市场信息网 2019-5-7

G/TBT/N/IND/100 印度 酸醋法令 2019 2019-5-7

G/TBT/N/CAN/557/

Add.
加拿大

烟草制品法规和修订烟草和蒸汽产品法案附表 1的法

令
2019-5-7

G/TBT/N/THA/541 泰国 白色硅酸盐水泥 2019-5-3

G/TBT/N/ECU/401 厄瓜多尔 冰激凌 2019-5-3

G/TBT/N/ECU/404 厄瓜多尔 汽车用铅酸蓄电池 2019-5-3

G/TBT/N/TZA/275 坦桑尼亚 作为动物饲料的鱼粉 2019-5-6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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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CAN/586 加拿大 信息技术设备 -限值和测量方法 2019-5-8

G/TBT/N/UGA/1057 乌干达 须后水;化妆品。洗漱用品 2019-5-8

G/TBT/N/UGA/1058 乌干达 婴儿油;化妆品。洗漱用品 2019-5-8

G/TBT/N/UGA/1059 乌干达 鞋类 -男鞋规范:满帮鞋 2019-5-8

G/TBT/N/ZAF/193/R

ev.1
南非

取消从规定入境口岸进口在南非共和国销售的进口管

制农产品的禁止通知
2019-5-8

G/TBT/N/UGA/1060 乌干达 鞋类 2019-5-8

G/TBT/N/UGA/1061 乌干达 鞋类 2019-5-8

G/TBT/N/UGA/1062 乌干达 鞋类 2019-5-8

G/TBT/N/ZAF/237 南非 与食用脂肪有关的规定 2019-5-8

G/TBT/N/CAN/531/

Add.1
加拿大 有绳窗帘 2019-5-8

G/TBT/N/UGA/1071 乌干达 儿童鞋 2019-5-9

G/TBT/N/UGA/1070 乌干达 儿童鞋 2019-5-9

G/TBT/N/UGA/1069 乌干达 口红 2019-5-9

G/TBT/N/UGA/1068 乌干达 唇彩 2019-5-9

G/TBT/N/UGA/1067 乌干达 唇膏 2019-5-9

G/TBT/N/UGA/1066 乌干达 发胶 2019-5-9

G/TBT/N/UGA/1065 乌干达 化妆品工业用甘油 2019-5-9

G/TBT/N/UGA/1064 乌干达 除臭剂和防汗剂 2019-5-9

G/TBT/N/UGA/1063 乌干达 体油 2019-5-9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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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KOR/830 韩国 医疗器械 2019-5-9

G/TBT/N/EU/654 欧盟 用于短程设备的无线电频谱 2019-5-9

G/TBT/N/EGY/216 埃及 压力和无压力供水用塑料管道系统 2019-5-10

G/TBT/N/EGY/215 埃及 压力和无压力排水和排污用塑料管道系统 2019-5-10

G/TBT/N/EGY/214 埃及 太阳镜和夹子 2019-5-10

G/TBT/N/EGY/213 埃及 气瓶 2019-5-10

G/TBT/N/EGY/212 埃及 乳制品 2019-5-10

G/TBT/N/EGY/211 埃及 空气清新剂 2019-5-10

G/TBT/N/EGY/210 埃及 手动牙刷 2019-5-10

G/TBT/N/BWA/110 博茨瓦纳 风扇 2019-5-10

G/TBT/N/BWA/109 博茨瓦纳 电池充电器 2019-5-10

G/TBT/N/BWA/108 博茨瓦纳 微波炉 2019-5-10

G/TBT/N/BWA/107 博茨瓦纳 煎锅 2019-5-10

G/TBT/N/BWA/106 博茨瓦纳 酸奶 2019-5-10

G/TBT/N/BWA/105 博茨瓦纳 便携式通用灯具 2019-5-10

G/TBT/N/BWA/104 博茨瓦纳 泛光灯 2019-5-10

G/TBT/N/BWA/103 博茨瓦纳 生牛肉制品 2019-5-10

G/TBT/N/USA/1483 美国 设备授权规则 2019-5-13

G/TBT/N/USA/1482 美国 苹果 2019-5-13

G/TBT/N/UGA/1074 乌干达 牛油 2019-5-13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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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UGA/1073 乌干达 发展 2019-5-13

G/TBT/N/UGA/1072 乌干达 空气清新剂气溶胶 2019-5-13

G/TBT/N/TPKM/376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使用蒸汽压缩循环的水冷包 2019-5-13

G/TBT/N/ECU/423 厄瓜多尔 门锁 2019-5-13

G/TBT/N/ECU/422 厄瓜多尔 液压机械 2019-5-13

G/TBT/N/ECU/421 厄瓜多尔 用于厨房的发动机 2019-5-13

G/TBT/N/ECU/420 厄瓜多尔 微波炉的能源效率 2019-5-13

G/TBT/N/ECU/419 厄瓜多尔 家用电炉的能源效率 2019-5-13

G/TBT/N/ECU/418 厄瓜多尔 发电机 2019-5-13

G/TBT/N/ECU/417 厄瓜多尔 金属卤化物蒸汽灯 2019-5-13

G/TBT/N/ECU/416 厄瓜多尔 家用钥匙 2019-5-13

G/TBT/N/ECU/415 厄瓜多尔 摩托车 2019-5-13

G/TBT/N/ECU/414 厄瓜多尔 电梯、自动扶梯 2019-5-13

G/TBT/N/ECU/413 厄瓜多尔 减压阀 2019-5-13

G/TBT/N/ECU/412 厄瓜多尔 笔记本 2019-5-13

G/TBT/N/ECU/411 厄瓜多尔 与粮食接触的塑料材料和物品 2019-5-13

G/TBT/N/ECU/410 厄瓜多尔 石油和天然气工业中用作油井套管的钢管 2019-5-13

G/TBT/N/UGA/1075 乌干达 棉籽油 2019-5-14

G/TBT/N/KEN/887 肯尼亚 即食能量饮料 2019-5-14

G/TBT/N/EGY/218 埃及 包装前产品数量 2019-5-14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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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EGY/217 埃及 聚乙烯管道终端装置 2019-5-14

G/TBT/N/ECU/425 厄瓜多尔 用于石油和天然气的钢管 2019-5-14

G/TBT/N/ECU/424 厄瓜多尔 语音和数据传输电缆 2019-5-14

G/TBT/N/CAN/587 加拿大 药品、生物制剂 2019-5-14

G/TBT/N/BRA/865 巴西 电能计量 2019-5-14

G/TBT/N/UGA/80 乌干达 全脂芝麻粉 2019-5-14

G/TBT/N/Ury/30 乌拉圭 安全带 2019-5-15

G/TBT/N/Ury/29 乌拉圭 洋葱 2019-5-15

G/TBT/N/UGA/1077 乌干达 全脂花生粉 2019-5-15

G/TBT/N/UGA/1076 乌干达 芝麻油 2019-5-15

G/TBT/N/TUR/148 土耳其 高压限流熔断器 2019-5-15

G/TBT/N/THA/542 泰国 危险物质 2019-5-15

G/TBT/N/RUS/92 俄罗斯 爆炸环境设备 2019-5-15

G/TBT/N/PRY/109 巴拉圭 安全带 2019-5-15

G/TBT/N/PRY/108 巴拉圭 洋葱 2019-5-15

G/TBT/N/CHN/1330 中国 铁锅 2019-5-15

G/TBT/N/CHE/236 瑞士 预先包装产品 2019-5-15

G/TBT/N/BDI/32 布隆迪 发展 2019-5-15

G/TBT/N/BDI/31 布隆迪 口红 2019-5-15

G/TBT/N/BDI/30 布隆迪 唇彩 2019-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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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BDI/29 布隆迪 空气清新剂气溶胶 2019-5-15

G/TBT/N/ARE/462；

G/TBT/N/BHR/563；

G/TBT/N/KWT/524；

G/TBT/N/OMN/396；

G/TBT/N/QAT/561；

G/TBT/N/SAU/1111；

G/TBT/N/YEM/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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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椰奶和椰子油 2019-5-15

（二）消费品召回 | 2019年第 19

周欧盟 RAPEX通报情况分析

根据 2019 年第 19 周 RAPEX 预警通

报（4月 10日发布），本周欧盟发布了 34

例产品通报，我国大陆被通报的产品有 17

例，占全部通报 50%。主要涉及打火机类、

儿童护理产品与儿童设备类、玩具类、服

装纺织品与时尚类、装饰性物品类、日用

电器与设备类、燃气用具和组件类、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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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721/19 打火机类 保加利亚 打火机 未知 损伤视力 EN 60825-1 撤出市场

A12/0710/19
儿童护理产

品与儿童设

备类

斯洛伐克
汽车儿童

安全座椅
Coto baby 受伤

UNECE No 44-
04

召回曰
撤出市场

A12/0731/19
儿童护理产

品与儿童设

备类

瑞典 高椅 JLY 受伤曰
窒息

EN 14988 召回

A12/0732/19 儿童护理产
品与儿

斯洛伐克
汽车儿童

安全椅
chipolino 受伤

UNECE No 44-
04

召回曰 撤出
市场

A12/0692/19 玩具类 克罗地亚 玩具粘土
wolken鄄
schleim 化学危害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3

召回曰 撤出
市场曰 销毁

A12/0725/19 玩具类 波兰 玩具吉他 Ya ya Toys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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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看出，本周被通报的有 8类产

品，分别被采取了不同的通报措施，主要

有撤出市场；召回、撤出市场；召回；禁

止销售；拒绝入境。

其中：打火机类被通报 1项，主要原因

是损伤视力，违反了 EN 60825-1 激光产

品的辐射安全第 1部分设备分类；

儿童护理产品与儿童设备类被通报 3

项，主要原因是受伤、窒息，违反了

UNECE No 44-04、EN 14988 儿童高脚椅

专题发布

A12/0712/19 装饰性

物品类
法国 仿鹌鹑蛋 CREALIA 窒息

食品仿制产品

指令
召回

A12/0733/19 日用电器与
设备类

意大利 吹风机 Innoliving 触电
低电压指令曰

EN 62233 撤出市场

A12/0735/19 日用电器与
设备类

英国
电源

充电器
未知 触电

低电压指令曰
EN 60335 召回

A12/0736/19 日用电器与
设备类

德国 热水壶 Boxiya 触电
低电压指令曰

EN 60335
禁止销售

A12/0025/19 燃气用具和
组件类

芬兰
便携式燃

气加热器
Ther鄄

malPlus
烧伤曰
窒息

燃气指令曰
EN 449 撤出市场

A12/0026/19 燃气用具和
组件类

芬兰
便携式燃

气加热器
Scanheat 烧伤曰

窒息

燃气指令曰
EN 449 撤出市场

A12/0739/19 机械类 德国
激光

雕刻机

JinanLink
Manufac鄄

ture &
Trading
Co., Ltd

损伤视力曰
受伤

无 拒绝入境

A12/0730/19 玩具类 波兰
塑料玩具

套装
Ua Ya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737/19 玩具类 法国 儿童帽子 未知
烧伤曰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召回

A12/0713/19 服装纺织品
与时尚类

保加利亚 儿童夹克
Cest La

Vie 窒息 EN 14682 撤出市场

A12/0718/19 服装纺织品
与时尚类

保加利亚 儿童裤子 M&D 受伤 EN 14682 撤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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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玩具类被通报 4类，主要原因是化学

危害、窒息，违反了玩具安全指令、EN

71-1玩具机械物理性能要求；玩具安全指

令、EN 71-3测试标准介绍；

服装纺织品与时尚类被通报 2项，主要

原因是窒息、受伤，违反了 EN 14682欧盟

童装安全规范；

装饰性物品类 1项，主要原因是窒息，

违反了食品仿制产品指令；

日用电器与设备类 2项，主要原因是触

电、烧伤、窒息，违反了低电压指令

EN60335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标准；

燃气用具和组件类 2项，主要原因是烧

伤、窒息，违反了燃气指令 EN 449专用液

化石油气设施的规范；

机械类 1项，主要原因是损伤视力、受

伤。

（三）专题研究：机电外贸进入动

能装换发展新阶段

机电产品对外贸易现阶段新旧动能的

转换特点既来自于“有中出新”的传统贸

易结构的优化升级、贸易发展质量的持续

提升，也来自于“无中生有”的新技术、

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与传统贸易方式

的融合。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

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阶段，

机电对外贸易进入增速回稳向好、结构优

化、提质增效、动能转换的发展新阶段。

从外部看，尽管当前逆全球化风潮四

起，但总体贸易稳定增长的格局未发生实

质性变化，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机电贸

易平稳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据

GTA数据，2018年全球机电产品进出口额

约为 18.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7.7%，我

国机电产品贸易额在全球的比重为

13.37%，比上年度小幅提升。

从全球技术发展来看，信息技术的颠

覆性发展使得以手机、电脑为代表的全球

信息技术产品贸易增长迅速，同时也驱动

了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未来以大数据、

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赋

能产业升级或将对全球贸易产生革命性影

响。

从内部看，我国机电贸易处于由高速

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机电产品作为我国进出口贸易的第一

大类商品，在保持增速稳步增长的基础上，

正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着力解决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

和实际效益，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受全球经济增速稳定、国际市场需求

回暖的推动，占据半壁江山的机电产品对

外贸易，2018年进出口总额创出 16.01万

亿人民币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8.8%。按

美元计价，机电产品进出口总值为 2.42万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5%，连续第二年创

历史新高。其中，出口额为 14607.2 亿美

元，同比增长 10.6%，占全商品出口总额

的 58.7%，与 2017 年全年的 58.4%基本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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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平；进口额为 9655.6亿美元，同比增长

13%，占全商品进口总额的 45.2%，比

2017年全年的 46.4%降低 1.2个百分点。

民营企业逐步发展成为拉动增长的重

要力量，机器人、无人机等高附加值机电

产品进入高速增长期，对外贸易发展从数

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进入动能转换的发

展新阶段。

机电产品对外贸易现阶段新旧动能的

转换特点既来自于“有中出新”的传统贸

易结构的优化升级、贸易发展质量的持续

提升，也来自于“无中生有”的新技术、

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与传统贸易方式

的融合。

贸易结构优化升级。从贸易结构上来

看，2018年，反映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成效的一般贸易出口增长 15.0%，占机电

产品出口的比重已经上升至 43.7%，比

2017年继续提升 1.3个百分点。从区域结

构上来看，产业布局更加均衡，由东部地

区一枝独秀转变为中西部和东部地区协同

发展驱动。中部和西部地区机电产品出口

增速均高于全国整体出口增速，其中西部

地区实现 26.3%的快速增长。

从市场结构方面来看，国际市场多元

化格局更加明显。2018年我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 13.6%，高于同

期进出口增速 1个百分点。对新兴经济体

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等国进出口分别增长

20.4%和 29.4%，比重持续升高。对欧盟、

美国和日本三大传统市场进出口有所恢复，

分别增长 12.1%、11.3%和 8.6%。

从产品结构来看，高附加值产品出口

保持较快增长。手机、计算机、汽车、家

用电器、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各细分行

业出口均保持稳定增长，手机及零件以

1756亿美元和 12%的比重继续成为机电出

口额最大单项商品；计算机行业出口额为

1719.8亿美元，增幅 8.7%；集成电路则以

26.6%的增幅和 846.4亿美元的出口额引领

各行业。

进口增幅连续三年快于出口。2018

年，机电产品进口增幅高于出口增幅 2.4个

百分点。4951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仅低于

2015 年 5008.2 亿美元的历史纪录。集成

电路以创纪录的 3120.6亿美元进口额继续

保持进口第一大类商品，占机电产品进口

总额的 32.3%，2274.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连续第九年创出新高。

大型成套工程项目海外市场空间持续

扩大。2018年，近 200家企业在机电商会

报备 700余个大型成套工程项目，项目金

额约 2210 亿美元，同比增长 5.84%。其

中，电力行业占过半比重，其他包括石油

化工、轨道交通、通信、冶金矿山等；从

区域分布看 （以金额计），亚洲占比

66.73%，非洲占比 15.68%，欧洲占比

11.03%，美洲占比 6.17%，大洋洲占比

0.39%；从资金来源看，61.5%依靠国内出

口信贷融资，约 30.8%为业主自筹。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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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发展质量不断提高。一是营商环

境持续改善。国际市场布局、国内区域布

局、商品结构、经营主体和贸易方式“五

个优化”加速推进，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外贸促进平台、国际营销网络“三项建设”

深入推广，发展服务贸易使得贸易便利化

水平显著提高；自贸试验区形成“1＋3＋

7”多点开花的新格局建设局面，依托自贸

区建设打造国际专业化、法制化的一流营

商环境成为整体趋势。据世界银行最新评

估，我国跨境电商营商环境指标从 2017年

的第 97位跃升至 2018年的第 65位，整体

营商环境从第 78位跃升至第 46位，提升

了 32位。二是外贸企业加快培育竞争新优

势。民营企业机电产品出口稳定增长，逐

渐成为支撑和推动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

民营企业的崛起代表着我国自主创新研发

能力不断增强，外贸发展新动能得到释放。

据第 124届广交会期间对 1100余家企业的

调查问卷显示，39%的企业表示科技研发

费用比上年同期有所增长，20%的企业出

口中自主品牌占企业出口的比重比上年同

期有所增长。三是企业“走出去”金融支

持力度加强。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

出口银行分别设立“一带一路”基础设施

专项贷款，进一步加大对基础设施和产能

合作等重点领域的融资支持，协同“走出

去”企业推进重大项目的落地，进出口银

行 2018 年全年外贸产业贷款累计增长

14%，外贸产业贷款余额增长 15.6%。中

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小微企业打造一站

式出口信用保险服务，推动缓解小微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对提升企业国际

竞争力和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形成重要支撑。

贸易新模式、新业态、新智能发展迅速。

一是以跨境电子商务为代表的贸易新模式、

新业态蓬勃发展，正在成为机电贸易发展

的新动能。2018年，通过海关跨境电子商

务管理平台的进出口商品总额大幅增长

50%，跨境电商已经成为中国外贸增长的

重要动力。目前我国已培育出一批电商龙

头企业，搭建了覆盖范围广、系统稳定性

强的大型电子商务平台，为企业提供金融、

物流、电商平台等供应链配套服务，大幅

缩短外贸流通时间，提高外贸企业的效率，

进而实现对外贸增长的拉动。二是新的工

业革命是目前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驱动力。

一方面，国家持续出台政策支持我国大数

据、人工智能产业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

展，高铁、航天、核电、集成电路等制造

业技术革新，移动支付、互联网金融等商

业模式为外贸动能转换带来新的动力。另

一方面，企业通过信息化平台为客户提供

定制化的产品服务，从而推动传统外贸模

式向高端化、智能化迅速发展。但是，智

能制造大幅度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在要素成

本上的相对优势，新兴产业发展或将拉开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

来源：国际商报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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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专题

韩国发布 G/TBT/N/KOR/827号通报，
修订韩国机动车及零部件安全与性能法规

韩国于 2019年 5月 2日发布 G/TBT/N

/KOR/827号通报，韩国国土交通部通过改

进货运卡车货物装载装置盖板的操作来改

善和更新现有系统，以防止跌落事故，为

了回收车辆安装额外尾灯提供基础，改善

驾驶员辅助先进转向系统和驾驶员前方视

野规定，排除在弯曲巴士等车辆中安装电

子稳定控制系统，制定超小型车辆安装防

抱死制动系统规定，引入摩托车电磁容性

规定，安全气囊警告标志和座椅安全性能。

主要修订内容：

A. 改进货物装载装置板的操作方法和

卡车工作灯的操作规定（第 32条和第 47

条）：改进货运卡车和特种机动车货物装载

装置盖板的材料、结构和操作，澄清工作

灯操作方法。

B. 减少回收车辆尾灯的安装规定，改

进消防车辆后反射灯的安装规定 （第 42

条、第 43条、第 44条和第 49条）：允许

在回收车辆中额外安装后位灯、刹车灯和

方向指示灯，并根据消防设备控制法案对

现有消防车辆的后反射板、后反射器和反

射带规定进行调整。

C. 改进驾驶员辅助先进转向系统和驾

驶员前方视野规定（第 89条和第 94条）：

改进驾驶员辅助先进转向系统，以应用自

动驾驶功能，如车道保持、在拥挤区域

驾驶和高速公路自动驾驶，有助于顺利

应用先进驾驶辅助系统，如前面板提供

一带一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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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信息。

D. 制定排除安装车辆稳定控制系统和

超小型车辆防抱死系统的规定（第 15-2条

和第 90条）：制定排除某些车辆如弯曲巴

士安装电子稳定控制系统（ESC）的规定，

以及安装防抱死制动系统的超小型车辆的

性能规定。

E.与联合国法规的协调一致（第 69-2

条、第 102条、第 103条和第 112-3条）：

引入联合国摩托车电磁容性规定，并统一

安全气囊警告标志和座椅安全带性能。

一带一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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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30 日，俄罗斯技术调节

与计量署署长 Alexey Abramov与中国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秦宜智在莫斯科

会面，双方探讨了两国在保证测量统一领

域的合作事宜。

参与此次会议的俄方代表还有技术调

节与计量署副署长 Sergey Golubev，计量

管理局主任 Dmitry Gogolev，行政和对外

关系管理局主任Maria Pishchulina，全俄流

量测定科学研究院院长 Vladimir Solovyov。

此次会面的主要话题是俄罗斯的计量

法。中国的计量法是于 1980年代在前苏联

的帮助下制定的。此次中国代表团希望学

习俄罗斯在自由市场条件下法律基础现代

化的经验。中方的主要问题：1）如何在国

有和私有产业之间进行调节；2）如何在计

量监督领域对计量学家和监督监管机构的

职能进行划分，且不造成利益冲突。

在中俄标准、计量、认证和检验监管

常设工作组下的能源计量保障小组中正在

积极开展两国在标准化领域的合作。该小

组例行会议已于去年年底在叶卡捷琳堡召

开，今年将在中国召开。

“如今，俄罗斯在计量领域的工作经验

在世界上是受到认可的。与中国的合作说

明了其对俄罗斯经验和技术的信任，同时

也能帮助拓宽俄罗斯在国际合作领域的范

围。我希望，我们能一直推进与别国在保

障测量统一领域中关于法规、标准的合作

和信息交流。”———Alexey Abramov说。

金砖国家专题

一带一路｜俄罗斯与中国

在计量法领域进行经验交流

金砖国家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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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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