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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简报

“国际标准化”为杭州插上翅膀

近日，国际大会与会议协会 （ICCA）

最新发布了 2018年度全球会议的地城市排

行榜。杭州凭借 28个国际会议，赢得了一

份好成绩———在城市排名中位列中国大陆

城市的第 3位，亚太第 21位，全球第 97

位。

国际大会与会议协会（ICCA），是一个

集聚会议行业供应商、买家、专业会议组

织者、会议旅游局等和会议、旅游相关的

企业、政府机构的国际协会组织。目前，

ICCA 在全世界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1000余名会员，在国际会议业界具有重要

影响力和知名度。ICCA对于国际会议认定

的标准包括“至少有 50个参会者”“定期

组织举行会议(不包括一次性会议)”“必须

在至少 3个及以上国家 /地区轮流举行”。

也就是说，杭州上榜的这 28个会议均

符合这三个条件，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

正是这些国际会议让世界目光聚焦杭州，

通过国际会议让杭州联通世界。

在公布的这 28个上榜会议的名单中，

有三个标准化领域的国际大会上榜，分别

为 GS1 国际物品编码大会、 ISO/TC 37

2018年会及工作组会议以及“橡胶与橡胶

制品（ISO/TC45）”国际会议。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GS1国际物品编

码大会所带来的成果。据杭州标准化国际

交流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去年，有国际物

品编码协会 （以下简称“GS1”） 主办的

GS1国际物品编码大会在杭州召开，来自

全球 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编码组织负责人

以及企业代表等参加会议。GS1 全会是

GS1的最高权力决策机关会议，每年都在

全球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轮流举办。这次会

议选择在杭州举办，正是考虑到这些年杭

州在电子商务方面的发展，在全球具有代

表性并且拥有自己的特色。

“会议上，为了加强同‘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签署了‘杭

州宣言’。”杭州标准化国际交流中心工作

人员说，“简单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经

常会用到的条形码就是物品编码的一种形

式。国际编码体系事实上就是通过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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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打通各国之间的信息孤岛，好

比为各国商品办一张全球通用的‘身份

证’。通过 GS1标准体系的对接，让‘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跨境贸易更加便

利。”

其实，这样的标准化国际会议还有很

多。“此前在杭州举办的中俄民机标准专

题组第七次工作会上，中俄双方共同签署

了《中俄民机标准互认目录》。这标志着中

俄两国在航空领域标准化合作的重要里程

碑。”杭州标准化国际交流中心工作人员介

绍说，“前不久，2019国际标准化组织个

体防护技术委员会年会在杭州召开。这也

是中国首次举办 ISO/TC94（个体防护装

备）及 SC13（防护服装分会）、SC15（呼

吸防护分会）会议，也是我国应急管理部

自成立以来首个标准化国际会议。杭州海

康威视作为全国领先的安防产品及行业解

决方案提供商也相应承接了应急管理领域

的相关业务。”

越来越多标准化国际会议相继在杭召

开，得益于国际标准化会议基地的落户。

“基地落户以来，已经累计承办各类国际会

议 33 个，来自全球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

2145名专家代表来杭州参会，更是吸引了

ISO主席约翰·沃尔特、英国 BSI主席斯科

特·斯蒂德曼、德国 DIN主席克里斯多夫·

温特哈尔特等国际标准化领域的大咖相继

来杭访问。”杭州标准化国际交流中心负责

人许肖杰说，目前，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对标准化领域的工作十分重视。

今年，由江干区政府规划的 2000平方

米专业现代化会议工作综合性场馆目前已

经启用，这是国内首个综合性的国际标准

研 讨 交 流 合 作 平 台 。 下 半 年 还 有

ISO/TC229 纳 米 技 术 标 技 委 全 会 、

ISO/TC34/SC8/茶标技委全会等 11个标准

化国际会议将在杭州召开。

在许肖杰看来，标准是企业的终极财

富。“国际会议为杭州企业参与世界标准

制定提供更多机会。在我们举办过的历届

大会中，曾组织过中控、杭氧、正泰、德

意、杭汽轮、吉利汽车等企业以及博世、

西门子、阿海珐等世界 500强企业与国外

专家进行面对面交流。标准化大会不断在

杭州召开，让杭州企业在家门口就能参与

国际标准制定，形成更好的国际交流与开

放的氛围”。

此外，基地在落实会议的同时也积累

了一大批专家资源智库，积累起一批专业

资料。“这些为杭州企业、创业者带来的

价值是不可估量的。”许肖杰说，专家资

源、专业人才不断集聚，打造人才集聚强

磁场。为杭州增添了内核动力，挖掘出标

准化中潜在的“杭州机会”，让杭州真正成

为创业者的造梦之城。

作为电商之都，此前，杭州又迎来了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电子商务交易保障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O/TC321）秘书处的

落户。这是首个落户浙江的国际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秘书处，也是全球电子商务领域

首个国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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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标志着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将插上“国际

标准化”的翅膀。事实上，杭州已经从电

商领域的创新者逐渐向领跑者转型，国际

标准化再度为杭州电商加码，电商样板助

力杭州成为国际标准的策源地。这让电商

在输出杭州元素的同时，也让杭州在全球

喊出自己的标准化之声。

金砖国家标准化（浙江）研究中

心高分通过验收

5 月 24日，金砖国家标准化（浙江）

研究中心高分通过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标准技术审评中心组织的专家验收。

国家标准委标准创新管理司国际标准合作

处处长郭晨光、副处长种栗，浙江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陈振华、标准化处处长

王新亮，省标准化院院长陈自力等领导出

席验收会。

金砖中心是浙江省人民政府与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合作共建的国际标准化研

究机构，是目前我国唯一研究金砖国家标

准化战略、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标准体

系和贸易政策，支撑金砖国家标准化合作

机制的标准化智库。该中心由浙江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筹建，省标准化院为承担和技

术依托单位。

陈振华副局长在致辞中强调，金砖国

家标准化研究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需求而

生；通过探索金砖国家标准化的互联互通，

可以进一步提升金砖国家发展活力，促进

优势互补；同时可以向“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辐射，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我

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机遇，以标准“走出

去”带动产品“走出去”。

陈自力院长在会上提到，省标准化院

一直高度重视金砖中心建设，积极向浙江

省编委申请机构名称并获准挂牌，向省财

政厅申请专项经费获得批准，而且装修了

专用办公场地，更新出台了一批规章制度；

除固定专职人员外，还充分调动院内人才

资源，组建了一支跨部门的研究团队，并

聘请了国内知名专家担任顾问，为金砖中

心的筹建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省标准化院副院长潘洋在会上作验收

汇报。他指出，金砖中心自 2017年筹建以

来，在家电、纺织、皮革等方面形成了一

批研究成果，其中《标准化助力金砖国家

软联通》理论研究文章在人民日报理论版

刊发；搭建了“一站式、双方向、多语言”

的金砖国家标准化信息共享和服务平台，

服务了照明、小家电、泵阀、经编等浙江

特色产品的出口；组建了以联合国原副秘

书长沙祖康为首的顾问团，成立了包括复

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中心等国内知名研究机构的研究

联盟；举办了系列金砖国家标准化交流与

合作，储备了一支具有较强研究能力的人

才队伍，有效推动和深化了金砖国家标准

化合作。

专家组听取了金砖中心验收汇报，实

地考察了标准国际化馆、标准文献馆藏系

统、金砖国家标准化信息共享和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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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中心办公场所等。

专家组对照《金砖国家标准化研究中

心筹建任务书》要求，对验收资料进行了

评审。

通过一系列考察和材料验收，专家组

一致认为，金砖中心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

里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机构建设合理、

研究成果丰富，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很好的

服务了企业“走出去”，为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郭处长在会上对金砖中心的建设成效

表示了充分肯定，并希望金砖中心的建设

工作，一是进一步明确中心发展定位，站

在国家的高度出谋划策、服务地方发展。

二是进一步深化机制体制和标准化理论研

究，继续聚焦照明、纺织品等领域，以标

准化手段促进金砖国家“软联通”。三是进

一步加强与金砖国家的标准化合作与交流，

强化合作机制，做好国际化信息交流平台

建设，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尤其要筹办好

今年第 83届 IEC大会期间的金砖国家标准

化合作机制会议。

中国为 ISO 未来发展战略提出

“中国方案”

6 月 5 日上午，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未来发展战略国内研讨会在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马甸办公区召开。市场监

管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国家标准委主

任田世宏，ISO 原主席张晓刚，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市场

监管总局原党组成员陈钢出席会议。本次

会议由标准创新司司长崔钢主持。

《ISO战略 2030（草案）》从愿景、使

命、目标、衡量指标、优先事项等方面对

ISO 未来战略进行了规划。与会专家结合

本部门、本行业参与 ISO国际标准化活动

的实际情况，对《ISO战略 2030（草案）》

的制定提出了多项建设性意见。田世宏副

局长在会议总结时指出，要高度重视和积

极参与 ISO战略规划的编制，结合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以

及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出既能反映

中国标准化工作发展需求、又能推动 ISO

未来发展的中国方案，为促进国际标准化

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来自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标准化研究

院、上海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中国汽

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中国航空综合

技术研究所等政、产、学、研 40多名代表

参加了会议。据悉，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将一并梳理研究，形成对 ISO未来发展

战略的意见建议，并正式提交 ISO 理事会

会议。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

准委将发布玩具及儿童用品相关国家

标准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将发布一批国家标准，其中一

些重要国家标准与儿童紧密相关，涉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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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用品、玩具及儿童用品领域。

叶文具用品安全标志曳 国家标准袁 针对

文具用品安全标志类型多，使用不统一、

不规范，错用、误用等现象，规定了文具

用品安全标志的使用、设计、图标及内容，

规范了不适合儿童使用的年龄警示标志、

慎防误食的警示标志、产品存在功能性锐

利边缘和（或）锐利尖端警告标志、含小

零件文具警示标志等一系列禁止警示警告

标志。标准结合消费者尤其是儿童的行为

习惯及使用时可能涉及的危害和伤害风险，

使消费者更易于获取文具用品的安全使用

信息，避免误用造成的伤害，从使用环节

提高文具用品的安全性，对于促进文具用

品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叶玩具及儿童用品特定元素的迁移试验

通则曳 国家标准，针对婴幼儿及儿童玩耍

和使用行为的特殊性，规定了玩具及儿童

用品使用中与皮肤接触导致的汗渍迁移、

舔食导致的唾液迁移、吞咽导致的胃液迁

移的试验模型通则，对取样、试样制备和

试样提取提出了要求，重点规范了试验模

型中的模拟液组分、pH值、迁移温度、迁

移时间、迁移频率等几种关键试验因子。

同时，标准对我国儿童的生理特性、玩耍

习惯、家庭教育、生活习性等方面同西方

儿童的差异性进行了详细调研，提升了标

准的适用性。标准为新型玩具及儿童用品

提供测定可迁移特定元素的方法，有利于

将玩具和儿童用品中的可迁移特定元素指

标牢牢限制在规定范围内，为祖国的花朵

撑起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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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商务部有关单位发布《中国对外

贸易形势报告（2019年春季）》

5月 24日，商务部综合司和国际贸易

经济合作研究院联合发布《中国对外贸易

形势报告 （2019 年春季）》 （以下简称

《报告》）。报告回顾了 2018年及 2019年一

季度中国外贸运行情况，分析了 2019年中

国外贸发展环境。2018年，中国对外贸易

稳中有进、稳中向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

模创历史新高，质量效益进一步提升，对

国民经济贡献进一步增强。货物贸易第一

大国和服务贸易第二大国地位更加巩固，

贸易强国进程加快推进。2019 年一季度，

中国外贸总体平稳，结构继续优化。

报告认为，当前外贸发展面临的环境

更加复杂、不确定性更强、风险挑战更多。

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

温。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犹存，一些结构性

问题亟待解决。实现外贸稳中提质的发展

目标还需付出更多努力。同时也要看到，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外

贸内生动力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持续巩固。随着支持外贸稳规模、提质量、

转动力各项举措不断落地，政策效应将会

持续显现。

报告指出，商务部将按照党中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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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决策部署，继续狠抓稳外贸政策落实，

深入实施贸易强国行动计划，不断推进

“五个优化”和“三项建设”，推动出口市

场多元化，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向中

西部转移，优化进口结构，积极扩大进口，

精心办好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促

进外贸稳中提质，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为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

出新贡献。

海关总署：前 5月我国进出口总

值 12.1万亿元 对外贸易平稳增长态

势良好

今年前 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值 12.1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4.1%。其中，出口 6.5万亿元，同比增长

6.1%；进口 5.6万亿元，同比增长 1.8%；

贸易顺差 8933.6亿元，扩大 45%。海关总

署综合统计司司长李魁文表示，今年前 5

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延续了平稳增长的

态势。

李魁文：面对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贸

易放缓的大环境，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

期向好的大趋势没有改变，经济 （发展）

韧性强、潜力大、后劲足的基本面没有变。

今年以来稳外贸、稳外资等一系列政策措

施的成效正加快显现，营商环境也在不断

优化，这为我国外贸平稳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

5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 2.59万亿元，

增长 2.9%。其中，出口 1.43万亿元，增

长 7.7%；进口 1.16万亿元，下降 2.5%；

贸易顺差 2791.2亿元，扩大 89.8%。

海关总署分析指出，前 5个月，一般

贸易快速增长且比重提升；对欧盟、东盟

和日本等主要市场进出口增长，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速高于整体；民

营企业进出口快速增长，所占比重提升；

机电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均保持增

长；原油、天然气等商品进口量增加，大

豆进口量减少，大宗商品进口均价涨跌互

现。

2019年度国家级资质认定检验检

测机构“双随机”抽查正式启动

6月 13日，2019年度国家级资质认定

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监督抽查工作部

署会在京召开。市场监管总局认可与检验

检测监督管理司，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

测司、大气环境司，国家药监局科技国际

司共同启动 2019年度国家级资质认定检验

检测机构联合“双随机”抽查工作。

近年来，我国检验检测市场持续快速

发展，目前检验检测机构近 4万家，每年

出具检测报告 4亿多份，为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一些行业乱象也

显现出来，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开展 2019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

机”抽查工作，旨在严格落实从业机构主

体责任，加强部门协调配合，构建检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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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市场新型监管机制，以更好地发挥检验

检测“传递信任，服务发展”的重要作用。

6 月 5日，市场监管总局、生态环境

部、国家药监局印发《关于组织开展 2019

年度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抽查工作的通知》。

按照通知要求，2019年度国家级资质认定

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抽查总体比例为

8%，覆盖 300家检验检测机构。其中，生

态环境监测领域抽取比例 50%，机动车检

验领域抽取比例 100%，食品检验机构抽

取比例 20%，医疗器械检验机构抽取比例

50%。检查对象、执法检查人员（含技术

专家）分别从《国家级资质认定检验检测

机构名录库》 《检验检测机构行政执法检

查人员名录库》 （含技术专家名录库）中

随机抽取。

此次三部门联合开展国家级资质认定

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抽查，坚持随机

抽查原则、公正公开原则、问题导向原则，

重点打击“未经检验检测或者以篡改数据、

结果等方式，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数据、结

果”“超出资质认定证书规定的检验检测

能力范围，擅自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

数据、结果”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会议要求，各检查组要按照统一部署，

对照专项检查明细表逐项开展检查。对检

查发现的严重违法违规问题线索，严格依

法确定处理依据和处理程序，对严重违法

行为紧盯不放，严查一批典型案例。

会议还要求，各地要参照国家级资质

认定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抽查的要求，认真

开展省级资质认定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

抽查工作，加强联合“双随机”监管机制

建设，真正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

部署会上，按照国务院有关“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工作的要求，随机抽取了获

得国家级资质认定的被检查检验检测机构

和执法检查人员。有关同志详细介绍了

2019 年度国家级资质认定检验检测机构

“双随机”抽查工作方案和工作重点。为提

高监管准确性、一致性，提升监管效能，

会议还组织对重点领域检查执法经验及监

管工具运用进行了交流培训。

市场监管总局、生态环境部和国家药

监局以及全国各省（区、市）市场监管部

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等单位

有关负责同志，检验检测行政执法检查人

员，相关领域技术专家等共计 110余名代

表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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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技术与标准化国际研讨会

在京召开 推进我国天然气标准走

出去

6月 10日，以“天然气技术国际标准

助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天然气技术与

标准化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会议旨在进

一步推动中国在天然气产品、取样、分析

测试和测量技术专业领域的标准化工作，

促进国际标准在中国天然气工业和国际贸

易中的应用。

标准化工作是天然气勘探开发、管道

传输和贸易销售的基础性工作。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副司长肖寒

表示，国家鼓励企业参加国际标准化活动，

中国在 ISO注册专家已超过 5000名。中国

石油集团公司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

在天然气领域已经主导完成了《用氧化微

库仑法测定总硫含量》 《用激光光谱法分

析硫化氢含量》 《用紫外荧光法测定总硫

含量》等 3项国际标准和《天然气甲烷值

的计算》国际技术报告的制定工作。

我国在天然气产品、取样、分析测试

领域发布 77项国家和行业标准。全国天然

天然气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黄维和

院士指出，我国天然气工业标准化工作仍

存在诸多瓶颈，多气源、不同品质天然气

进入统一管网，天然气计量方式由体积计

量逐渐向能量计量转变，为天然气标准研

发带来新的挑战。

页岩气作为天然气的有力补充，其标

准化工作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能源行业页

岩气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石

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李鹭光表示，

我国页岩气标准体系已初步建立，截止目

前已发布国家、行业标准共计 50项。标准

的发布有力支撑我国页岩气产业科学、有

序、高质量发展。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

司综合处处长何建宇指出，现阶段主要目

标是立足国家和行业标准，提出页岩气新

工作项目，主导国际标准起草，争取在页

岩气国际标准制定中取得突破。页岩气技

术标准体系建设成为本次会议关注焦点之

一。

会上有来自荷兰等 7 个国家的专家，

就天然气能量计量、分配测量、气质分析、

页岩气标准体系建设与发展等大家关心的

主题作了 12个专题报告。中国天然气标准

加快“走出去”成为共同关注的话题。与

会专家认为在某些领域，中国牵头制定的

国际标准已实现从“追赶”到“引领”。

本次研讨会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天然气

技术委员会、全国天然气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和能源行业页岩气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共

同举办，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承

办。来自中国、法国、德国、日本、荷兰、

俄罗斯等 10个国家共 100多名专家参加会

议。

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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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驻华标准化专家项目：促进

欧盟与中国的标准化合作

欧洲驻华标准化专家项目（SESEC IV）

积极推动关于最新成立的欧洲标准化委员

会 （CEN） 和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

（CENELEC）中国联合特别工作组的探讨。

该项目密切关注中国的政策发展，如企业

标准、团体标准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规

定。

SESEC 项目是由欧盟委员会 （EC）、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欧洲标准化委

员会 （CEN）、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

（CENELEC） 和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

（ETSI）共同出资成立的标准化合作项目，

现已进行到第四期。项目旨在提升欧洲标

准化活动的影响力，加强中欧标准化团体

间的合作，并协助欧洲企业跨越标准障碍

进入中国市场，同时努力推动国际合作与

全球标准统一，有助于中国在标准化方面

更好地融入世界贸易组织。

自 2006年 5 月启动以来，SESEC 项

目为欧盟政策及欧洲标准组织的战略目标

提供支撑，其最终目标是加强中欧双方在

标准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几年来，SESEC

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增进了中欧双方

间的信任，强化了中欧在国际上的联盟立

场，深化了中欧标准化组织的互相理解，

同时合格评定系统进一步打开了双方市场，

促进了欧盟委员会服务处与中国在监管方

面的对话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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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某些疾病配方食品标签管理规定（草案） 2019-5-16

G/TBT/N/TUR/149 土耳其 公报 TS1022“带公制螺纹的方头和 R型头螺栓” 2019-5-16

G/TBT/N/CAN/573/

Add.1
加拿大 修订受控药品和物质法案一揽表Ⅰ和Ⅵ的法令 2019-5-17

G/TBT/N/THA/543 泰国 泰国工业标准草案—荧光灯的辉光启动器 2019-5-17

G/TBT/N/KEN/888 肯尼亚
家用电器的性能—制冷电器—第 2部分：最低能源性

能要求
2019-5-20

G/TBT/N/TP-

KM/346/Add.1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有机农业促进法案实施细则 2019-5-21

WTO/TBT通报 渊2019年 5月 16日要2019年 6月 15日冤

专题发布

2019年 5月 16日至 2019年 6月 15日WTO秘书处共发布了WTO 各成员国 163项

通报，其中厄瓜多尔 32项，美国 18项，布隆迪 17项，坦桑尼亚 16项，巴西 11项，欧

盟 10项，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韩国、越南各 7项，菲律宾 4项，加拿大、阿根廷、各 3

项，泰国、肯尼亚、瑞士、各 2项，土耳其、玻利维亚、德国、南非、智利、中国、阿尔

巴尼亚、马来西亚各 1项。

渊一冤 2019年 6月WTO/TBT通报信息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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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TP-

KM/347/Add.1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进口有机产品审查和检验管理法规 2019-5-21

G/TBT/N/TP-

KM/348/Add.1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转化为有机农业的有机产品和农产品标签和标志管理

法规
2019-5-21

G/TBT/N/TP-

KM/365/Add.1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有机农产品认可机构批准和管理法规 2019-5-21

G/TBT/N/US-

A/699/Add.1
美国 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加速器控制系统 2019-5-21

G/TBT/N/US-

A/1100/Add.3
美国 住宅隔热材料标签与广告:贸易管理规则 2019-5-21

G/TBT/N/US-

A/1241/Add.2
美国 标准改进计划—第Ⅳ阶段 2019-5-21

G/TBT/N/US-

A/1367/Add.2
美国

外大陆架的油、气及硫作业 -防井喷系统和油气井控

制系统
2019-5-21

G/TBT/N/USA/1484 美国 能源节约计划:配电变压器测试程序 2019-5-21

G/TBT/N/USA/1485 美国 内部隔间减压标准 2019-5-21

G/TBT/N/VNM/141 越南
关于摩托车和助力车使用者防护头盔的国家技术法规

草案
2019-5-22

G/TBT/N/US-

A/1473/Add.1
美国

能源节约计划:关于在 DOE测试程序中测量平均使用

周期或期限的信息请求通知
2019-5-23

G/TBT/N/BDI/34 布隆迪 鱼香肠 2019-5-23

G/TBT/N/BDI/33 布隆迪 鱼类处理和加工—操作规范 -第 1部分：鲜鱼 2019-5-23

G/TBT/N/BDI/47 布隆迪 用于化妆品工业的甘油 2019-5-23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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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BDI/51 布隆迪 罐装金枪鱼 2019-5-24

G/TBT/N/BDI/50 布隆迪 海水和淡水鱼类、甲壳类鱼干 2019-5-24

G/TBT/N/BDI/49 布隆迪 护唇膏 2019-5-24

G/TBT/N/BDI/48 布隆迪 发胶 2019-5-24

G/TBT/N/UGA/1082 乌干达 旧鞋 2019-5-24

G/TBT/N/UGA/1081 乌干达 生皮和毛皮的保存 -操作规范 -第 3部分：酸洗 2019-5-24

G/TBT/N/UGA/1080 乌干达
生皮和毛皮的保存 -操作规范 -第 2部分：空气干

燥，第 2版
2019-5-24

G/TBT/N/UGA/1079 乌干达 生皮和毛皮的保存 -操作规范 -第 1部分：堆叠腌制 2019-5-24

G/TBT/N/ECU/443 厄瓜多尔 手持式和便携式电动锯 2019-5-24

G/TBT/N/US-

A/1444/Add.1
美国

科罗拉州种植的爱尔兰马铃薯：修订 NO.2区处理法

规
2019-5-27

G/TBT/N/US-

A/1206/Add.2
美国 小型越野发动机 2019-5-27

G/TBT/N/US-

A/823/Add.1
美国 低排放车辆计划 2019-5-27

G/TBT/N/UGA/1088 乌干达 雷管 -规范 -第 1部分：导爆管雷管 2019-5-27

G/TBT/N/BDI/36 布隆迪 冷冻金枪鱼腰肉 2019-5-23

G/TBT/N/BDI/37 布隆迪 对虾或虾的加工处理 2019-5-23

G/TBT/N/BDI/38 布隆迪 速冻对虾或虾 2019-5-23

G/TBT/N/BDI/40 布隆迪 鱼蛋白浓缩物 2019-5-23

专题发布

12



《国际贸易技术壁垒》（资讯·内参）2019/6总第 181期

G/TBT/N/UGA/1087 乌干达 卫生纸 -规范 2019-5-27

G/TBT/N/UGA/1086 乌干达 公路和铁路运输危险货物的分类和识别 2019-5-27

G/TBT/N/UGA/1085 乌干达
危险货物运输 -应急信息系统 -第 4部分：运输应急

卡
2019-5-27

G/TBT/N/UGA/1084 乌干达
危险货物运输 -应急信息系统 -第 1部分：公路运输

应急系统
2019-5-27

G/TBT/N/UGA/1083 乌干达 危险品运输 2019-5-27

G/TBT/N/KOR/831 韩国 关于药物活性成分注册的法规修订提案 2019-5-27

G/TBT/N/EU/661 欧盟
欧盟委员会授权法规草案，修订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将醋作为活性物质包括在附录 1内
2019-5-27

G/TBT/N/EU/660 欧盟
欧盟委员会授权法规草案，修订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将酿酒酵母作为活性物质包括在附录 1内
2019-5-27

G/TBT/N/EU/659 欧盟
欧盟委员会授权法规草案，修订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将蛋粉作为活性物质包括在附录 1内
2019-5-27

G/TBT/N/EU/658 欧盟
欧盟委员会授权法规草案，修订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将蜂蜜作为活性物质包括在附录 1内
2019-5-27

G/TBT/N/EU/657 欧盟
欧盟委员会授权法规草案，修订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将 D-果糖作为活性物质包括在附录 1内
2019-5-27

G/TBT/N/EU/656 欧盟
欧盟委员会授权法规草案，修订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将奶酪作为活性物质包括在附录 1内
2019-5-27

G/TBT/N/EU/655 欧盟 浓缩苹果汁 2019-5-27

G/TB/N/ECU/450 厄瓜多尔 挂锁 2019-5-27

G/TBT/N/ECU/449 厄瓜多尔 牙刷 2019-5-27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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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ECU/448 厄瓜多尔 铆钉 2019-5-27

G/TBT/N/ECU/447 厄瓜多尔 电源线 2019-5-27

G/TBT/N/ECU/446 厄瓜多尔 装饰照明产品 2019-5-27

G/TBT/N/ECU/445 厄瓜多尔 钨卤灯和白炽灯 2019-5-27

G/TBT/N/ECU/444 厄瓜多尔 家用洗衣机和烘干机 2019-5-27

G/TBT/N/BRA/866 巴西 感应电动机 2019-5-27

G/TBT/N/BOL/15 玻利维亚 生活饮用水水表 2019-5-27

G/TBT/N/EU/663 欧盟 杀菌产品 2019-5-28

G/TBT/N/EU/662 欧盟 杀生产品 2019-5-28

G/TBT/N/ECU/455 厄瓜多尔 垫子 2019-5-28

G/TBT/N/ECU/454 厄瓜多尔 水果和蔬菜 2019-5-28

G/TBT/N/ECU/453 厄瓜多尔 干果，枣，干椰子 2019-5-28

G/TBT/N/ECU/452 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标准化协会技术法规“人员漂浮设备”第 1

次修订草案
2019-5-28

G/TBT/N/ECU/451 厄瓜多尔 真空吸尘器 2019-5-28

G/TBT/N/DEU/17 德国 燃料标签 2019-5-28

G/TBT/N/CHE/237 瑞士 医学分析 2019-5-28

G/TBT/N/BDI/57 布隆迪 水泥用编织袋 2019-5-28

G/TBT/N/BDI/56 布隆迪 钓鱼网 2019-5-28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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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BDI/55 布隆迪 家用窗帘 2019-5-28

G/TBT/N/BDI/54 布隆迪 一次性儿童纸尿裤 2019-5-28

G/TBT/N/BDI/53 布隆迪 一次性成人尿布 2019-5-28

G/TBT/N/BDI/52 布隆迪 一次性卫生巾 2019-5-28

G/TBT/N/USA/1486 美国 配备商用汽车的自动驾驶系统 2019-6-03

G/TBT/N/UGA/1089 乌干达 液化石油气 2019-6-03

G/TBT/N/TZA/289 坦桑尼亚 除臭剂和防汗剂 2019-6-03

G/TBT/N/TZA/288 坦桑尼亚 化妆品用黄油 2019-6-03

G/TBT/N/TZA/291 坦桑尼亚 唇彩 2019-6-03

G/TBT/N/TZA/290 坦桑尼亚 发胶 2019-6-03

G/TBT/N/TZA/287 坦桑尼亚 发束 2019-6-03

G/TBT/N/TZA/286 坦桑尼亚 口红 2019-6-03

G/TBT/N/TZA/285 坦桑尼亚 香膏 2019-6-03

G/TBT/N/TZA/284 坦桑尼亚 空气清新剂溶胶 2019-6-03

G/TBT/N/TZA/283 坦桑尼亚 用于化妆品工业的甘油 2019-6-03

G/TBT/N/TZA/282 坦桑尼亚 婴儿食用油 2019-6-03

G/TBT/N/TZA/281 坦桑尼亚 须后水 2019-6-03

G/TBT/N/OMN/397 阿曼 符合性验证系统 2019-6-03

G/TBT/N/ECU/457 厄瓜多尔 不锈钢棒和型材 2019-6-03

G/TBT/N/ECU/456 厄瓜多尔 烟花用品 2019-6-03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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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BRA/869 巴西 货物进出口许可证 2019-6-03

G/TBT/N/BRA/868 巴西 饮料 2019-6-03

G/TBT/N/BRA/867 巴西 蔬菜 2019-6-03

G/TBT/N/ARG/366 阿根廷 工业用途或其他产品中的化学物质 2019-6-03

G/TBT/N/ZAF/238 南非 肉类制品 2019-6-04

G/TBT/N/USA/1490 美国 电动车供电设备 2019-6-04

G/TBT/N/USA/1489 美国 洒水喷头 2019-6-04

G/TBT/N/USA/1488 美国 泳池及水疗安全 2019-6-04

G/TBT/N/USA/1487 美国 自动驾驶汽车 2019-6-04

G/TBT/N/UGA/1090 乌干达 羊肉 2019-6-04

G/TBT/N/TZA/294 坦桑尼亚 用于石油基易燃液体的公路罐车 2019-6-04

G/TBT/N/TZA/293 坦桑尼亚 大麦 2019-6-04

G/TBT/N/TZA/292 坦桑尼亚 经强化的红薯 2019-6-04

G/TBT/N/TPKM/380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液体蛋制品 2019-6-04

G/TBT/N/TPKM/379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橡皮擦 2019-6-04

G/TBT/N/ECU/461 厄瓜多尔 工业水泵 2019-6-04

G/TBT/N/ECU/460 厄瓜多尔 手推车 2019-6-04

G/TBT/N/ECU/459 厄瓜多尔 不锈钢管 2019-6-04

专题发布

16



《国际贸易技术壁垒》（资讯·内参）2019/6总第 181期

G/TBT/N/ECU/458 厄瓜多尔 电力电缆 2019-6-04

G/TBT/N/CHL/476 智利 可燃物气体 2019-6-04

G/TBT/N/CAN/588 加拿大 药品和医疗器械 2019-6-04

G/TBT/N/ECU/468 厄瓜多尔 电感烹饪用具 2019-6-05

G/TBT/N/ECU/467 厄瓜多尔 玻璃器皿 2019-6-05

G/TBT/N/ECU/466 厄瓜多尔 水泥 2019-6-05

G/TBT/N/ECU/465 厄瓜多尔 胶合板 2019-6-05

G/TBT/N/ECU/464 厄瓜多尔 工业用阀门 2019-6-05

G/TBT/N/ECU/463 厄瓜多尔 商业食品灭菌的柔性包装 2019-6-05

G/TBT/N/ECU/462 厄瓜多尔 玻璃镜子 2019-6-05

G/TBT/N/USA/1492 美国 私营遥感空间系统的许可证 2019-6-06

G/TBT/N/KOR/834 韩国 用于储能的电力转换系统 2019-6-06

G/TBT/N/KOR/833 韩国 二次锂电池及系统 2019-6-06

G/TBT/N/KOR/832 韩国 木制品 2019-6-06

G/TBT/N/ECU/474 厄瓜多尔 个人防护设备 2019-6-06

G/TBT/N/ECU/473 厄瓜多尔 洗涤剂和肥皂 2019-6-06

G/TBT/N/ECU/472 厄瓜多尔 个人面部和眼睛保护器 2019-6-06

G/TBT/N/USA/1491 美国 测试程序中期的豁免程序 2019-6-06

G/TBT/N/KOR/835 韩国 化妆颜色添加剂 2019-6-06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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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ECU/471 厄瓜多尔 保护器 2019-6-06

G/TBT/N/ECU/470 厄瓜多尔 呼吸防护装备 2019-6-06

G/TBT/N/ECU/469 厄瓜多尔 电子医疗系统 2019-6-06

G/TBT/N/CHN/1331 中国 化妆品 2019-6-06

G/TBT/N/CHE/238 瑞士 电信装置 2019-6-06

G/TBT/N/BRA/873 巴西 个人卫生用品、化妆品及香水 2019-6-06

G/TBT/N/BRA/872 巴西 消费产品 2019-6-06

G/TBT/N/BRA/871 巴西 药物活性成分 2019-6-06

G/TBT/N/BRA/870 巴西 药品良好生产规范指南 2019-6-06

G/TBT/N/ARG/367 阿根廷 能源效率标签 2019-6-06

G/TBT/N/ALB/91 阿尔巴尼亚 烟草产品 2019-6-06

G/TBT/N/BRA/874 巴西 无机化学品 2019-6-07

G/TBT/N/KEN/889 肯尼亚 产品标签，包装机械 2019-6-07

G/TBT/N/KOR/836 韩国 化学物质 2019-6-07

G/TBT/N/THA/545 泰国 危险物质，有害物质 2019-6-07

G/TBT/N/USA/1493 美国 医疗器械，通用电阻抗层析仪 2019-6-07

G/TBT/N/ARG/368 阿根廷 交流电功率表 2019-6-11

G/TBT/N/CAN/589 加拿大 无线电通信 2019-6-11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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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MYS/90 马来西亚 家用电器 2019-6-11

G/TBT/N/PHL/216 菲律宾 城市有害物质 2019-6-11

G/TBT/N/PHL/217 菲律宾 家用农产品及其有效成分 2019-6-11

G/TBT/N/PHL/218 菲律宾 虫害控制，杀虫剂处理人员的认证 2019-6-11

G/TBT/N/PHL/219 菲律宾 电子尼古丁和非尼古丁输送系统 2019-6-11

G/TBT/N/VNM/142 越南 一般产品与货物 2019-6-11

G/TBT/N/VNM/145 越南 机动车辆用耐火材料 2019-6-11

G/TBT/N/VNM/146 越南 车辆安全玻璃 2019-6-11

G/TBT/N/TZA/295 坦桑尼亚 生物强化干豆 2019-6-12

G/TBT/N/EU/666 欧盟 化妆品 2019-6-13

G/TBT/N/RA/875 巴西 参考医学 2019-6-13

G/TBT/N/KOR/837 韩国 细胞治疗与基因治疗，生物制药 2019-6-13

G/TBT/N/BRA/876 巴西 洋葱 2019-6-13

G/TBT/N/UGA/1091 乌干达 军事战斗 2019-6-14

G/TBT/N/VNM/143 越南 机动车辆控制阀 2019-6-11

G/TBT/N/VNM/144 越南 机动车辆用耦合器 2019-6-11

G/TBT/N/VNM/147 越南 机车轮组 2019-6-11

G/TBT/N/TZA/296 坦桑尼亚 生物强化玉米 2019-6-12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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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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820/19 打火机类 克罗地亚
新奇打火

机

The World
Over

烧伤袁
火灾

EN 13869 撤出市场

A12/0802/19 灯串类 拉脱维亚 LED灯串 未知 触电
低电压指令曰

EN 60598 召回

A12/0803/19 灯串类 拉脱维亚 LED灯串
Taizhou

Tianze Lamp
Industry

触电
低电压指令曰

EN 60598 召回

A12/0804/19 灯串类 拉脱维亚 LED灯串 未知 触电
低电压指令曰

EN 60598 召回

A12/0808/19 灯串类 匈牙利 灯串 LE ROYAL 烧伤袁 触
电袁 火灾

低电压指令曰
EN 60598

召回袁 撤出
市场

A12/0809/19 灯串类 匈牙利 灯串 LE ROYAL 烧伤袁 触
电袁 火灾

低电压指令曰
EN 60598

召回袁 撤出
市场

A12/0810/19 灯串类 匈牙利 灯串 LE ROYAL 烧伤袁 触
电袁 火灾

低电压指令曰
EN 60598

召回袁 撤出
市场

A12/0814/19 灯串类 波兰 LED灯串 Volteno 触电袁
火灾

低电压指令曰
EN 60598 撤出市场

A12/0815/19 灯串类 波兰 LED灯串 Volteno 触电袁
火灾

低电压指令曰
EN 60598 撤出市场

A12/0829/19 机械类 英国
等离子焊

机/刀具 Tosense
烧伤袁 视
力受损袁
触电袁
火灾

低电压指令曰
EN ISO 12100曰

EN 60974

将产品从亚

马逊市场移

除袁 撤出市
场

（二）消费品召回 | 2019年第 22

周欧盟 RAPEX通报情况分析

根据 2019 年第 22 周 RAPEX 预警通

报（5月 31日发布），本周欧盟发布了 42

例产品通报，我国大陆被通报的产品有 21

例，占全部通报的 50%，主要涉及打火机

类、灯串类、玩具类、机械类、电器设备

类、防护装备类、其他类。

专题发布

表 1 第 22周我国产品受 RAPEX通报统计情况

20



《国际贸易技术壁垒》（资讯·内参）2019/6总第 1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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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811/19 其他 芬兰 手机壳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法规
不在进口商

选择范围内袁
召回

A12/0813/19 玩具类 意大利
玩具化妆

套装

General
Trade 化学危害

化妆品法规曰
玩具安全指令

拒绝入境

A12/0824/19 玩具类 希腊 玩具火车
PLAYPLAY
NEWSUN

窒息袁
受伤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禁止销售袁
撤出市场

A12/0826/19 玩具类 法国
塑料玩具

套装

TOYS - LG-
IMPORTS

化学危

害袁 窒息
REACH法规曰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召回

A12/0827/19 玩具类 法国
钥匙圈与

毛绒玩具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召回

A12/0830/19 玩具类 英国
玩具粘土

套件

Craft
Accessories

Shoppe
化学危害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3 拒绝入境

A12/0833/19 玩具类 英国 粘土套件

Lilly and
Lees Crafte
Accessories

Shoppe
化学危害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3 拒绝入境

A12/0837/19 玩具类 芬兰
有亮片的

玩具

Sequin
Glitzies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禁止销售

A12/0801/19 电器设备

类
拉脱维亚 吹风机 Henske 触电袁

火灾

低电压指令曰
EN 60335

禁止销售袁
撤出市场

INFO/0062/
19

防护装备

类
拉脱维亚 反光贴纸 未知 受伤

个人防护设备

法规曰
EN13356

召回

A11/0032/19 玩具类 德国 化装配饰 TEDi 化学危害 REACH法规 禁止销售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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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中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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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有禁止销售、撤出市场、召回、将产

品从亚马逊市场移除、不在进口商选择范

围内。其中：

打火机类被通报 1项，主要原因是存

在烧伤、火灾的危害，违反了 EN 13869打

火机。打火机儿童安全要求。安全要求和

试验方法。；

灯串类被通报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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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98灯具；

机械类被通报 1项，主要原因是存在

烧伤、视力受损、触电、火灾的危害，违

反了低电压指令、EN ISO 12100机械安全

设计总则 风险评估和风险降低、EN 60974

电弧焊设备；

其他类被通报 1项，主要原因是存在

化学危害的危害，违反了 REACH法规；

玩具类被通报 8项，主要原因是存在

化学危害、窒息、受伤的危害，违反了化

妆品法规、玩具安全指令、EN71-1玩具安

全 第 1 部分 机械性能和物理性能、

REACH 法规、EN71-3 玩具安全 第 3 部

分：特定元素的迁移；

电气设备类被通报 1项，主要原因是

存在触电、火灾的危害，违反了低电压指

令、EN 6033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

全；

防护设备类被通报 1项，主要原因是

存在受伤的危害，违反了个人防护设备法

规、EN 13356非专业用高清晰度组件试验

方法和要求。

特别关注：EN 60598灯具

在 2017年 10月，欧盟最新公报表决

通过了灯具标准 EN 60598-1:2015，不久

将会结束过渡期并强制执行，最新版标准

较之前的 EN 60598-1:2008做了较多的技

术修订，包含重要的技术变更，如：

1. 对 LED灯具在构造方法上给出了新

的要求

2. 对光生物安全要求以及针对不同类

型电路间的绝缘给出了更加精确的要求等

等。

其中变化最大的是将光生物安全首次

纳入到强制性标准要求之内。

新标准规定，如果使用了包括 LED、

金属卤化物灯和一些特殊的卤钨灯等不能

免除视网膜危害评估的光源的灯具，应根

据 IEC/TR62778:2012《光源和灯具的光生

物安全蓝光伤害评估应用》进行评估，且

不宜使用蓝光危害组别大于 RG2的光源。

另据了解，此次欧盟率先将光生物安

全提高到了强制性标准的高度，预计其他

国家和地区也会逐步效仿加以实施。而此

次欧盟标准换版，将大大增加企业的生产、

检测成本；一旦因为产品质量未达到标准

要求，被欧盟市场抽查并通报，将使企业

遭受经济损失，甚至欧盟被列入黑名单。

CENELEC中央秘书已于 2018年 2月

23日发布了 EN 60598-1:2015/A1:2018的

标准；该更新标准正式发布执行日期为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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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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851/19 灯串类 波兰 LED灯串 未知 触电

低电压指令曰
EN60598曰 IEC

0884
撤出市场

A12/0852/19 灯串类 波兰 LED灯串 未知 触电
低电压指令曰

EN 60598 撤出市场

A12/0843/19 照明设备类 波兰
LED泛光
灯

EKO-
LIGHT 触电

低电压指令曰
EN 60598 撤出市场

A12/0844/19
儿童护理产

品与儿童设

备类

拉脱维亚 婴儿背带
AMA鄄
ZONAS 受伤 无 撤出市场

A12/0839/19 玩具类 捷克 塑料玩偶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840/19 玩具类 波兰 毛绒玩具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使产品符合

销售条件

A12/0841/19 玩具类 拉脱维亚
电池驱动的

音乐玩具
CB Toys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召回

A12/0845/19 玩具类 波兰 玩具电话 HOLA 环境污染 RoHS 2 撤出市场

A12/0846/19 玩具类 捷克 塑料鼠标
CUTE

SUNLIGHT 环境污染 RoHS 2 撤出市场

A12/0850/19 玩具类 捷克 塑料玩偶 未知

化学危

害曰 窒
息曰 环境
污染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62115曰

RoHS 2
撤出市场

2018年 8月 23日，全面取代执行日期为

2021年 2月 23日；

（三）消费品召回 | 2019年第 23

周欧盟 RAPEX通报情况分析

根据 2019 年第 23 周 RAPEX 预警通

报（6月 7日发布），本周欧盟发布了 23例

产品通报，我国大陆被通报的产品有 16

例，占全部通报 72.7%。主要涉及灯串类、

照明设备类、儿童护理产品与儿童设备类、

玩具类、日用电器与设备类。

专题发布

表 2 第 23周我国产品受 RAPEX通报统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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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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853/19 玩具类 罗马尼亚 声音玩具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禁止销售

A12/0856/19 玩具类 法国 毛绒玩具 LUDI 化学危害 REACH 召回

A12/0842/19 化妆品类 爱尔兰
化装舞会

用化妆品
Murder
Motel

微生物污

染

化妆品法规曰
EN ISO 17516

召回曰 撤出
市场

A12/0848/19 日用电器与
设备类

罗马尼亚 电暖器
EQUA鄄

TION
触电曰
火灾

低电压指令 召回

A12/0854/19 日用电器与
设备类

英国
LED温室
灯

Shenzhen
Xinjia

Lighting
触电

低电压指令曰
EN 60335曰 EN

60320曰 EN
60228

从亚马逊网

站售卖产品

中撤出曰 召
回

A11/0034/19 玩具类 罗马尼亚 毛绒玩具 LELLY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禁止销售

从表 2看出，第 22周被通报的有 6类

产品，分别被采取了不同的通报措施，主

要有撤出市场、使产品符合销售条件、召

回、禁止销售、从亚马逊网站售卖产品中

撤出。

其中：灯串被通报 2项，主要原因是触

电，违反了低电压指令；EN 60598 灯具：

一般要求和试验；IEC 60884 插头试验标

准；

照明设备类 1项，主要原因是触电，违

反了低电压指令；EN 60598灯具：一般要

求和试验

儿童护理产品与儿童设备类 1项，主要

原因是受伤；

玩具类 9项，主要原因是化学危害、窒

息、环境污染、违反了 REACH；玩具安全

指令；EN 71-1 安全玩具 第 1部分 机械

物理性能；RoHS 2；EN 62115 电动玩具

安全标准；

化妆品类 1 项，主要原因是微生物污

染，违反了化妆品法规；EN ISO 17516 化

妆品微生物学标准；

日用电器与设备类，主要原因是触电、

火灾，违反了低电压指令；EN 60335;

EN60320; EN 60228。

特别关注院 欧盟化妆品管理模式的主

要特点

欧盟的化妆品管理模式的主要特点可

以概括为：

(1)化妆品定义范围广。法规不划分普

通和功效性产品，均采用化妆品的一般管

理原则和方式来管理。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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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模式上以企业自律为主。产品

安全的保证是企业而不是政府监管部门的

责任,特别强调制造商或进口商对产品的责

任,行业协会代表业界与政府沟通,并在业界

的规范和自律方面起重要作用。

(3)产品备案制度完善，使政府监管部

门掌握企业必要信息，不需要终产品上市

前的审批许可。政府监管的重点环节在产

品上市后。

(4)强调产品标签标识的信息完整,使消

费者易于了解产品信息。

(5)着重于产品生产条件和生产过程的

规范化管理，而不是终产品的抽样检验。

(6)遵守欧盟一体化的法规，成员国之

间用同一标准进行监督。

(7)生产体系要求达到 GMP，是法定

的。

(8)使用国际专业命名化妆品原料(INCI)

名称。

（四）专题研究：贸易摩擦加速纺

织服装出口结构调整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将加速我国纺织服

装的出口结构调整以及产业链向东南亚等

地转移。

一季度，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 3852.1

亿元，同比增长 3.3%。其中，纺织品出口

1838.7 亿元，增长 9.3%；服装出口

2013.4亿元，下降 1.6%。“今年 1月份，

纺服出口额曾创下去年 9月份以来的新高。

受春节因素加之‘抢出口’影响，2月份纺

服出口额惨遭腰斩，创 2017年 2月以来新

低。3月份，纺服出口强劲，扭转了前 2个

月出口两位数下降的局面，强劲拉动一季

度整体出口的恢复增长并呈现小幅上升。”

中宇资讯分析师于晓红表示，一季度各月

份出口处于剧烈波动状态，但纺织服装出

口整体仍呈现较好的发展态势。

“在全球经济贸易放缓的大背景下，中

国纺服出口将持续承压。一季度境外采购

商采购观望，部分大型国际采购商调整战

略布局，要求中国生产加工企业提前将部

分产能向东南亚等地转移。”于晓红表示，

未来，服装出口或将继续下降，而对应供

应链原料配套纺织品出口有望赶超服装

出口。

目前，我国的纺织服装市场比较依赖

出口。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我国纺织服

装品出口超过 2700亿美元，而国内纺织服

装零售额在 2000亿美元左右。美国是我国

第一大纺织服装出口国，其中出口美国的

纯棉纺织服装占我国纯棉纺织服装总出口

额的 17%左右。

“美国对纺织服装加征关税，将直接增

加我国纺织服装的出口成本，削弱相关产

品的价格竞争力。”中宇资讯相关分析师表

示，近年以越南为主的东南亚国家的纺织

服装行业发展迅速，未来将大概率挤占部

分中国出口美国的纺织服装市场份额。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也直接加速了人民

币贬值。自 4月份特朗普宣布加税以来的 1

个月时间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 6.7贬值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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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6.9左右。而自 2018年 3月中美贸易摩

擦开始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 6.3贬值

至 6.9左右。中宇资讯相关分析师提醒，货

币贬值可暂时利好产品出口，但此前阿根

廷、土耳其等国货币对美元的大幅贬值引

发了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形势恶化，货币

快速贬值对市场的长远影响不容小觑。

目前，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的结构调整

正在加速进行。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我

国纺织服装行业的毛利润从 2012年年底的

12.14%降至 2018年年底的 10.16%。纺织

服装行业在人工成本、环保成本等持续上

升的大势之下，毛利率呈现持续下跌状态，

2018年的毛利率降至近 10年来的最低点。

年营收 2000万元的规模以上纺织业企业数

量也从 2011 年 3 月的 2.2 万余家降至

2018年年底的 1.9万余家，激烈的竞争加

速了纺织企业“去小留大”以及工厂外迁

的趋势。

来源：国际商报

（五）专题研究：中国玩具和婴童

用品一季度进出口情况报告

1.一季度全国玩具出口整体稳步增长。

据海关总署数字统计显示，玩具出口

方面，一季度玩具（大口径）出口 75.1亿

美元，同比增长 10.2%；传统玩具出口

54.5亿美元，同比增长 25.3%。

从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情况来看，传

统玩具方面，对欧盟出口 14.36 亿美元，

同比增长 44.9%；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出口 15.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6%；

对东南亚国家出口 4.52亿美元，同比增长

43.2%；对美国出口 11.6亿美元，同比增

长 9.6%；而对金砖国家出口为 2.25 亿美

元，同比下降 2.6%。

2.一季度全国传统玩具进口大幅增长。

传统玩具方面，对欧盟进口 3557.2万

美元，同比增长 76.2%；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口 5700.6 万美元，同比增长

39.6%；对东南亚国家进口 2781.9 万美

元，同比增长 24.4%；对金砖国家进口

251.0万美元，同比增长 281.3%；对美国

进口 235.5万美元，同比增长 403.1%。

3. 一季度全国婴童用品主要品类出口

涨跌互现。

喂养用品出口 21.3亿美元，同比增长

7.4%；安全座椅出口 2.0亿美元，同比增

长 7.4%；而婴儿服装出口 5.4亿美元，同

比下降 7.8%，童床出口 24.8亿美元，同

比小幅下降 0.3%。

从第一季度我国玩具和婴童用品进出

口情况分析看，预计今年上半年出口将延

续增势，但中美贸易摩擦和国际市场不确

定性的大形势影响的压力和挑战将有增无

减，行业企业尤其是出口型企业，要审时

度势，主动采取积极应对措施。

来源：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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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专题

韩国发布 G/TBT/N/KOR/835号通报，

“化妆品颜色添加剂的类型、标准和试验方法”

修订提案

韩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于 2019年 6月日

发布 G/TBT/N/KOR/835号通报，通报覆盖

的产品为化妆品，旨在加强化妆品的安全

管理。

内容概述：

1. 对引起眼睛刺激的以下六种颜色添

加剂规定新的使用限制：二溴荧光素、曙

红 YS、二氢四溴荧光素 B、二氢四溴荧光

素 BK、四氯四溴荧光素、四溴荧光素；

2. 扩大两种颜色舔加剂（苋红素、新

胭脂红）的禁令：禁止用于婴儿化妆品的

两种颜色添加剂将被附加禁止用于作为儿

童化妆品标签和宣传的化妆品中；

3. 在化妆品颜色添加剂清单附件 1中

增加用于固体洗脸皂的颜色添加剂“颜料

红 5”；

4. 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起，固体洗

脸皂将被归类为化妆品。

欧 盟 续 批 酿 酒 酵 母 CNCM

I-4407作为饲料添加剂

2019年 6月 3日，欧盟发布条例(EU)

2019/899，续批酿酒酵母 CNCM I-4407

（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CNCM

I-4407）作为饲料添加剂，用于羊羔育肥、

奶山羊、奶绵羊、奶水牛、马、猪育肥。

所属添加剂类别为“促生长性添加剂”，用

于马时功能组别为“消化增强剂”，用于其

它动物时为“肠道菌群稳定剂”。本条例自

发布之日起第二十天生效。

具体信息如下：

一带一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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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剂

识别号
添加剂

组成尧 化学式尧 描述尧
分析方法

动物

种类

最小

含量

最大

含量

其他 批准期限

含水率 12%全价
饲料中 CFU/kg

4b1702

酿酒

酵母

CNCM
I-4407 添加剂组成院

酿酒酵母 CNCM I-4407
制剂最低浓度为 5 伊
109CFU/g遥
固态遥
活性物质特性院
酿酒酵母 CNCM I-4407
活性干细胞遥
分析院
计数院
氯霉素葡萄糖酵母提取

物琼脂平板法 渊 EN
15789:2009冤遥
鉴定院
聚合酶链反应法 渊PCR冤
CEN/TS 15790:2008遥

羊羔

育肥
1.4伊109

要

1. 在添加剂和预混料的
使用说明中袁 应注明储
存条件和热处理稳定

性遥
2. 推荐剂量 ( CFU/头/
天)院
要奶山羊 3伊109

要奶绵羊 2伊109遥
3. 对于添加剂和预混料
的使用者袁 饲料企业经
营者应制定操作程序和

组织措施袁 以应对使用
可能带来的风险遥 如果
风险不能通过这些程序

和措施消除或降低到最

低限度袁 则使用者应带
有个人防护设备袁 包括
眼睛和呼吸保护遥

2029.6.23

奶山羊

和

奶绵羊

7伊108

猪育肥 1.25伊109

奶水牛 5伊108

马 8伊108 推荐剂量 渊CFU/头/天冤院
要马 1.25伊1010–6伊1010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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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国家计量质量和技术协会于 2019

年 5月 20日发布 N0.248法令。该法令覆

盖的产品为三相鼠笼感应电机。

内容：本技术法规规定了国内市场供

应的带有鼠笼转子的三相感应电动机须满

足的强制要求和合格评定程序，通过供应

商合格声明机制，重点是性能和能效。

该通报拟生效日期将在巴西官方公报

上发布，意见反馈截至日期：2019年 7月

21日。

俄罗斯对我国部分海产品实施实

验室强化检查

2019年 6月 3日，俄罗斯联邦兽医及

植 物 卫 生 监 督 局 发 布 指 令 №

ФС-АР-7/2913-7、№ФС-АР-7/

2911-7、№ ФС-АР-7/2912-7，自发

布之日起，对我国 3家企业相关产品实施

实验室强化检查，具体内容如下：

金砖国家专题

巴西发布 G/TBT/N/BRA/866号通报

发布日期 企业代码及名称 产品类型 强化检查项目

2019-06-03 翼 3500/02295
Fujian Fuyang Aquatic Foods Co., Ltd. 冷冻鲭鱼 菌落总数

2019-06-03 翼 3300/02043
Zhoushan Central Prosper Co., Ltd 鱿鱼触须制品 镉

2019-06-03 翼 3502/02012
?Zhangzhou Fortune Food Co., Ltd. 水产养殖虾

好氧微生物和

厌氧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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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续登 2,4-D并提出多项应用

限制

巴西国家卫生监督局 （Anvisa）近期

宣布完成了对 2,4-D的重新评估，并决定

在巴西维持该除草剂的登记。对巴西该农

化品使用的科学研究及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该产品对消费者无害。

“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该产品不符合

农药禁用标准。2,4-D不具有生殖和胎儿

致畸性，对内分泌系统无毒。现有数据也

排除了该产品诱变或致癌的可能性，”

Anvisa在一份声明中说。

Anvisa制定了 2,4-D使用限制，如修

订了所有现行的残留限量标准，对食品和

水中农药残留的有关数据评审结果表明，

“即使食品和水中的 2,4-D残留达限量最高

水平，对人的风险也大大降低”。此外，为

减少操作者面临风险，该机构还明确 /新增

了以下限制措施：

●明确了农工接触该成分浓度极限值。

基于此，Anvisa可以为农工制定具体的保

护措施。

●若采用拖拉机施用 2,4-D，制备产

品与田间施药不得为同一人。

●工人要再次进入 2,4-D 施药区域，

必须在规定的最小间隔时间后或使用个人

防护装备。

●保护种植园附近居民，若 500米内

有居民建筑，种植园边界应设置 10米缓冲

区。

●强制使用设备或改变配方，以最大

限度地降低产品漂移风险。

●应用于咖啡作物且无法减少漂移时，

最大使用剂量为 1.7千克 /公顷。

Expointer 2018 举办期间， Robison

Osipe教授发布了其研究成果，并指出，若

禁用 2,4-D 这一广泛应用于大豆、甘蔗、

玉米、小麦、水稻和咖啡等作物上的除草

剂，巴西农业生产成本将增加 418%，即便

采用目前市场上其他除草剂代替 2,4-D，

成产成本也将受显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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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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