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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实现这些目标！浙江部署标

准国际化专项行动计划

6月 19日下午，为补齐我省标准国际

化短板，推动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和国际

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浙江省市场监

管局组织召开全省实施标准国际化专项行

动视频部署会。

标准国际化是全球化的基石，是国际

规则的重要技术基础。作为最早提出标准

化战略的省份、首个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

试点省份，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持

续的背景下，做好标准国际化工作对促进

疫后经济复苏、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服

务对外经贸合作、支撑开放强省建设等具

有特殊的重大意义。

浙江省实施标准国际化专项行动计划

（2020-2022）的主要目标是什么？重点任

务有哪些？马上来看看吧！

为进一步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加快

标准强省建设，补齐标准国际化工作短板，

努力为我省打造“重要窗口”作出应有贡

献，制定标准国际化专项行动计划。

主要目标是什么钥
到 2022年底，力争新增主导制（修）

订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40项以上，新

制定外文版“浙江制造”团体标准 100项

以上，争取新承担国际标准化技术组织秘

书处 2个以上，建设“标准国际化示范单

位”50家以上、“标准国际化试点单位”

100家以上、“标准国际化培育基地”10

家以上。

重点任务有哪些钥
主导制定一批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

准；承担国际标准化技术组织秘书处工作；

大力推动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有效加强国际标准化合作与交流；加快树

立一批标准国际化示范、试点单位和培育

基地；不断提升标准国际化支撑服务能力。

进度时间表 

2020年 6月 -9月调查摸底、2020年

10 月 -12 月树立示范、 2021 年 1 月

-2022年 6月持续推进、2022年 7月 -12

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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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总结提高。

（来源：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

全国共享经济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

6月 19日上午，全国共享经济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TC587，以下简称标委会）成

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会议

以视频方式举行。市场监管总局综合规划

司司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付文飙，标准

技术管理司副司长徐长兴，全国共享经济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于欣丽，标准

技术管理司相关部门负责人、标委会全体

委员及部分观察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市

场监管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共

享经济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姚雷主持。

会上，标准技术管理司服务业标准处

处长柳成洋宣读了关于成立全国共享经济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决定。徐长兴为主任

委员于欣丽颁发了聘书。

付文飙在讲话中表示，发展研究中心

将认真履行各项职能，搭建好工作交流和

信息共享平台、学术研讨平台和国际交流

平台，认真做好共享经济标准化领域的基

础研究、前瞻性研究和国际比较研究，切

实加强标委会的制度建设、机制建设和能

力建设，着重提升沟通协调能力、综合服

务能力、全过程管理能力、对外宣传能力、

国际化交往能力等，不断提高共享经济标

准化工作的质量效率和社会影响力。

于欣丽在讲话中指出，成立全国共享

经济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既顺应了国际标

准化发展趋势，又回应了国内共享经济发

展的实际需要。在国家标准委的指导和各

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标委会将切实发挥好

标准化工作者交流沟通平台的作用，做好

顶层设计，加强全面统筹，充分激发共享

经济企业参与标准化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持续抓好共享经济领域各类标准的统

筹协调，构建完备的标准体系，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和行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同时，标委会要当好向世界展示中国标准

化工作的窗口，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

提升国际影响力。

徐长兴在讲话中强调，标委会要加强

自身能力建设，加快形成运转有效的工作

机制，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尽快建立

一套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科学

合理的，兼具前瞻性和开放性的共享经济

标准体系；研制一批高水平、高质量标准，

加强对标准实施效果的跟踪评估、动态维

护，确保标准符合共享经济发展实际；同

时，要深入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积极跟

踪国际标准化动态，输出中国标准化良好

实践经验，切实将国内共享经济的发展优

势转化为标准技术优势。

随后于欣丽主持召开了标委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章程和秘书处工作

细则，讨论了共享经济标准体系框架及未

来工作计划等。会议决定，标委会将着力

加快推动《共享经济：术语与原则》国家

标准的编制，推动有关平台规范运营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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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标准立项，

未来发展研究中心将继续发挥标委会

秘书处的作用，开展全行业摸底调研，与

各委员单位合作推动共享经济前沿研究，

加快推进共享经济国家标准制定。同时积

极分享中国共享经济的良好实践，提出中

国方案，参与共享经济国际标准制订，提

升标准国际化水平，在国际标准工作中发

出“中国声音”。

（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展研

究中心）

延长《呼吸防护自吸过滤式防颗

粒物呼吸器》 国家标准过渡期至

2021年 7月 1日

6月 11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

布关于延长 GB 2626-2019《呼吸防护 自

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国家标准过渡

期的通知，正式将该标准实施日期延长至

2021年 7月 1日。具体通知如下：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延长 GB

2626-2019 叶呼吸防护自吸过滤式防颗粒

物呼吸器曳 国家标准过渡期的通知

国务院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

监管局（厅，委），有关全国专业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各有关单位:

GB 2626- 2019《呼吸防护自吸过滤

式防颗粒物呼吸器》强制性国家标准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布，原定过渡期 6 个月。

为全力支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保障

口罩产品稳定供应，经研究，决定将

GB2626-2019《呼吸防护自吸过滤式防颗

粒物呼吸器》 国家标准实施日期延长至

2021年 7月 1日。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

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在 2021年 7月 1日

之前的过渡期内，企业可以自行选择执行

GB 2626-2006或 GB 2626- 2019.鼓励有

条件的企业尽旱按新标准组织生产。

（来源：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委）发布电

动汽车安全系列强制性国家标准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委） 批准

发布《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电动客车安

全要求》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

求》等三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工业和

信息化部根据国务院《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 《汽车产

业中长期发展规划》要求组织起草、我国

电动汽车领域的首批强制性标准。

这三项电动汽车安全标准，覆盖了电

动汽车和电动客车的部件、系统以及整车

多层次安全要求，主要内容与联合国电动

汽车安全全球技术法规（UN GTR No.20）

全面接轨，部分检测指标比国际法规更加

严格。其中：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主要规定了电动

汽车的电气安全和功能安全，重点增加并

强化了热失控报警和整车防水性能要求，

以降低火灾、遇水等情况下的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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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客车安全要求》针对电动客车载

客人数多、使用强度高等特点，在《电动

汽车安全要求》标准基础上，对内饰阻燃、

车辆结构、充电系统、整车控制、系统防

水等方面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主

要规定了动力蓄电池的机械安全、电气安

全和功能安全，测试项目涵盖机械冲击、

模拟碰撞、湿热循环、外部火烧、振动泡

水、外部短路、过温过充、系统热扩散等

各种安全场景。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迅

速，2019年产销量分别达到 124.2万辆和

120.6万辆，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电动汽

车安全系列标准的发布实施，将进一步推

动技术进步，提升行业整体安全水平，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来源：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20年欧洲智能技术标准化工作

规划

技术日趋“智能”，可通过无线访问、

数据库及传感器调整和改变行为来适应环

境。例如，物联网是被称为工业 4.0的工业

革命驱动力之一，推动了制造技术的自动

化和数据交换的发展。

标准化需要进行迅速调整来应对各种

发展挑战，如市场快速变化、复杂程度不

断提高、商业环境不断变化，以及社会更

具活力、参与度更高。传统标准化领域之

间的界线逐渐变得模糊，因此需要采取有

效措施来打破传统的“垂直式”方法。

“智能”和“数字化”的概念不仅应体

现在技术性能方面，还应融入可持续发展

的长期过程中。标准为技术融入复杂系统、

防止供应商锁定，以及推动互操作性和数

据交换奠定了基础。标准还在加强欧洲数

字单一市场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助于提高欧洲工业的竞争力。

CEN 和 CENELEC 负责许多技术领域

的标准化工作，例如智能电网、智能电表、

智慧城市、物联网、智能家电和智能家居。

两大标准化组织共同制定标准，为开放而

有竞争力的市场发展提供支撑，同时它们

与 ISO和 IEC积极合作，就可用于全球的

通用标准达成协议，促进国际贸易。

可持续智慧城市与社区

CEN技术局于 2019年 10月新成立了

CEN 可持续智慧城市与社区技术委员会

（CEN/TC 465）。该技术委员会负责可持续

智慧城市与社区领域的标准化工作，涵盖

需求、框架、指南、配套工具与技术。

该技术委员会将与 ISO 可持续城市与

社区技术委员会 （ISO/TC 268）合作，采

用同样的方法来满足欧洲的具体需求。此

外，它有望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

支撑，并开展欧洲研究项目工作。

为满足欧洲城市与社区的需求，

CEN/TC 465将采取整体综合性方法来实现

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性。值得一提的是，

该技术委员会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制定一系

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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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有 6个城市发展可持续目标，包

括：复原力、吸引力、福祉、社会凝聚力、

环境保护和改善，以及负责任的资源利用。

为城乡地区的所有城市与社区及其利

益相关方制定规范。

使用智能解决方案来实现城市可持续

发展。

2020年将要开展的其他标准工作和活

动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 （AI） 不断发

展，通过自动化、数据管理和智能技术集

成等方式广泛地影响行业的发展。AI改变

了企业的运营方式、简化了生产流程、改

变了工人的技能，同时影响了消费者的日

常生活，因此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欧盟委员会在 《2018 年商业通信报

告》 （Communication COM（2018） 237）

中指出了面对的诸多挑战，涉及 AI 的部

署、互操作性、可扩展性、社会可接受度、

关注点、安全和责任等多个方面，由此也

产生了标准化需求。欧洲标准化工作能确

保 AI有益于社会发展，避免数字单一市场

分散化，确保在实现 AI的过程中采用以人

为本的方法。

2020年，CEN-CENELEC人工智能焦

点组将继续制定欧洲人工智能标准化路线

图，首先明确欧洲标准化的具体需求。

ISO/IEC人工智能分技术委员会（ISO/IEC

JTC 1 SC 42）和 IEC自主与人工智能应用

伦理系统评估组（IEC SEG 10）已经开始

制定相关标准，焦点组也将参照国际标准

化开展工作。

AI伦理是欧洲采用 AI方法的一个核心

问题，也是 AI 焦点组要处理的核心问题。

欧盟委员会 AI高级专家组（AI HLEG）针

对在 AI环境下需要考虑和防范的问题提出

了一系列指南。焦点组将就如何利用标准

化更好地支持和实施这些指南提供建议。

智能电网和智能电表+本体———当今时

代，最重要的发展挑战是确保平稳、可持

续的能源过渡，以及适应气候变化。为了

解决这些问题，欧洲社会已经开始向低碳

和循环经济过渡。2016年 11月，欧盟委

员会发布了 《欧洲清洁能源计划》，把

2030年欧盟可再生能源消耗的能效目标设

定为 32.5％，可再生能源的占比为 32％以

上。

在这种情况下，智能电网成为一种新

的发展方向，以实现更大的消费者赋权、

将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生物质

能、生物燃料、地热能、水力发电和海洋

能）整合到电网中，实现更高的能效，同

时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出巨大贡献。当

然，能源转型会与数字化工作同时推进。

因此，CEN和 CENELEC会继续努力打破

技术壁垒，防止形成单一的能源市场、降

低能源成本，以及进一步部署可支持能源

转型的新技术。

2020年，智能能源网格协调组将继续

就智能能源网格标准化相关的欧洲要求提

出建议，尤其是对欧盟委员会清洁能源计

划（CEP）的一系列要求，包括以消费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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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清洁能源转型新规则相关提案。该

小组于 2019年发布了清洁能源计划报告，

预计今年将发布新版报告。该报告有意解

决清洁能源计划的重要法律主张，这与标

准化工作最密切相关，也是对 CG-SEG重

要主题的初步评估。此外，新版智能电网

系列标准报告有望于 2020年初发布。

在智能电表领域，智能电表协调组将

继续就有关智能电表标准化的欧洲要求提

供建议，对高级电表基础设施标准的制修

订进行监督、协调并提出意见。该小组还

将进一步明确标准的作用，在欧洲推广智

能电表。在这种情况下，标准将为在欧洲

大规模推广智能电表系统提供支撑：到

2020年，至少 80％的消费者将配备智能电

表系统。标准将帮助消费者从电表中及时

获取准确信息，还会考虑到成员国不同的

市场模式。

两个协调小组将继续确保智能电表和

智能电网系统（以及智能设备、智能家居

系统和建筑物等）之间的互操作性。早在

2015年，欧盟委员会就投资了一个研究项

目，其目的是整合建筑物和住宅中智能设

备的语义和数据。这类信息被收集在智能

设备参考本体 （SAREF）中，旨在基于不

同标准将不同智能设备的信息连接起来，

实现互操作性。在此背景下，在 2018 年

11月召开 CEN-CENELEC映射本体研讨会

之后，CEN 和 CENELEC 后续的本体论工

作将由 CLC家庭和建筑电子系统技术委员

会（CLC/TC 205）下设的能源管理本体特

设组负责开展。成立该特设组的目的是以

现有可用数据模型为基础，制定 （CEN，

CENELEC，ISO和 IEC）通用的标准本体。

协调小组还将在该行业推广实施智能

电网和电表标准，并与 ISO和 IEC等国际

标准化组织建立联系。此次合作旨在使欧

洲标准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避免重复工

作，并确保在国际层面观点的一致性。此

外，智能能源网格协调组将正式与 IEC智

能能源系统委员会成为合作伙伴。

智能交通系统———CEN 智能交通系统

技术委员会（CEN/TC 278）正在制定智能

交通系统（ITS）领域的欧洲标准和技术规

范，以满足相关的标准化要求（如 M/338、

M/453和M/546）。

这些标准涵盖了协作系统、旅行和交

通信息、路线引导和导航、公共交通、应

急车辆以及电子收费等方面。 CEN 与

CENELEC、ETSI和 ISO紧密合作，确保采

用统一的标准化方法。

最有前景的标准化领域是城市地区的

智能交通系统 （依据 M 546）：CEN/TC

278 下设的新工作组（WG 17）启动了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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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工作，将于 2020年继续发布成果。其他

可能启动的项目包括智能交通系统公共交

通替代模式，它是替代模式数据交换格式

的基础。

随着“紧急呼叫”扩展与迁移前期研

究项目团队的成立，与“紧急呼叫”道路

交通事故自动通知系统有关的一系列新项

目将于 2020年继续推进。

（来源：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

用于儿童玩具和育儿用品的某些

未加工人造纤维将免于化学元素和邻

苯二甲酸盐测试

6 月 3日，美国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

（CPSC）发布 G/TBT/N/USA/1537/Add.1号

通报“儿童玩具和育儿用品：关于未加工

的人造纤维的 ASTM F963元素和邻苯二甲

酸盐的测定”。此次通报内容是一项最终规

则，确定某些未加工人造纤维中所含的

ASTM F963元素或邻苯二甲酸盐含量不超

过 CPSC关于儿童玩具和幼儿用品的法规

和规定中指定的限制。基于此，不需要对

这些未加工人造纤维进行第三方测试，以

确定其符合 ASTM F963元素或邻苯二甲酸

盐对儿童玩具和幼儿用品的要求。

该项法规将于 2020 年 7 月 1 日起生

效，并已在联邦法规 CFR 16中创建了新的

一章 1253“儿童玩具和育儿用品：关于未

加工的人造纤维的 ASTM F963元素和邻苯

二甲酸盐的测定”。

法规涉及主要内容:
ASTM F963元素：Sb, As, Ba, Cd, Cr,

Pb, Hg, Se。

邻苯二甲酸盐： DEHP, DBP, BBP,

DINP, DIBP, DPENP, DHEXP,DCHP。

未加工人造纤维范围 （7 类）：聚酯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PET））、尼龙、天

然乳胶橡胶、聚氨酯（氨纶）、人造丝、丙

烯酸和变性丙烯晴。

法规出台背景院
ASTM F963元素测试：ASTM F963元

素测试———根据已发布的发票和价目表，

在中国使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

谱法（ICP-MS）对 ASTM F963元素进行

第三方测试的费用为 60美元左右，在美国

使用 ICP-MS测试 ASTM F 963 元素的费

用为 190美元左右，而使用高清晰度 X射

线荧光光谱法（HDXRF）可以将测试成本

降低到 40美元左右。

邻苯二甲酸盐测试：邻苯二甲酸盐测

试的成本相对较高，每次测试成本在$125

到$350之间，具体取决于测试地点和适用

的折扣。由于一种产品可能具有需要测试

的多种邻苯二甲酸盐，因此在某些情况下，

测试一种产品邻苯二甲酸盐的成本可能超

过 1000美元。

为了提供高度符合测试要求的保证，

可能必须测试多个样品。在某种程度上，

与大企业相比，小企业的产量更低，销量

更少，同时，小型实体可能无法获得某些

实验室可能为其较大客户提供的折扣。因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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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造成小企业的产品单价更高，不具有市

场竞争力。

该法规中的规定仅限于所列出的 7种

未加工的人造纤维，不适用于规则中未列

出的任何其他人造纤维。这些决定仅免除

制造商由 CPSC接受的第三方合格评定机

构对指定的未完成的人造纤维进行测试的

义务。但是儿童玩具和育儿用品仍必须符

合 CPSIA 第 106 和 108 部分以及 16 CFR

第 1307部分的实质内容限制。

（来源：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

我院主导制定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工业企业应急防控系统技术规

范》国际标准提案顺利完成 ISO/IEC

JTC1/SC7/AG1首轮答辩

为更好支撑浙江“重要窗口”建设，

不断提升我院国际标准化业务水平，今年

我院积极开展疫情防控相关国际标准研制，

以“中国经验”为全球疫情防控贡献中国

力量。5月 27日下午，我院蒋建平受邀参

加 ISO/IECJTC1/SC7/AG1（国际标准化组

织 /国际电工委员会 /信息技术联合技术委

员会 /软件和系统工程 /主席咨询组）会议,

宣讲由我院主导,浙江省电子信息产品检验

研究院、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和国

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共同参与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工业企业应急防控系统技术

规范》国际标准提案。

该提案基于软件生存周期过程的通用

框架要求，制定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工

业企业应急防控系统软件的过程方法标准，

适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工业企业应急

防控信息系统的需方、供方及独立第三方

的开发、运行和维护，有利于科学指导此

类软件的快速开发。会上，来自美国、德

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 30

余名专家共同对本标准提案进行了讨论，

多位专家对本项目询问并提出意见。下一

步，项目组将在吸收与会专家意见基础上

提出新项目投票建议。

（来源：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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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号 通报国 通报标题 通报日期

[G/TBT/N/BRA/

1009]
巴西 2020年 5月 13日技术法规草案 No.09 2020/5/25

[G/TBT/N/BRA/

1010]
巴西 2020年 5月 15日技术法规草案 No.10 2020/5/25

[G/TBT/N/IND/147] 印度 汽车轮辋(质量控制)法令 2020 2020/5/25

[G/TBT/N/ISR/1143] 以色列 SI 994第 1部分 -空调：安全和操作要求 2020/5/25

[G/TBT/N/ISR/1144] 以色列 SI7396果酱、柑桔酱、果冻、蜜饯和李子酱 2020/5/25

[G/TBT/N/ISR/1146] 以色列 SI5438第 9部分 -人用水化学处理剂.硫酸铝 2020/5/25

WTO/TBT通报 渊2020年 5月 24日要2020年 6月 24日冤

专题发布

2020年 5月 24日至 2020年 6月 24日WTO秘书处共发布了WTO 各成员国 177项

TBT通报，其中美国 36项，埃及 28项，巴西 24项，韩国 10项，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

坦桑尼亚、以色列各 8项，肯尼亚各 7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泰国、格鲁吉亚各 5项，

欧盟、中华人民共和国各 4项，乌干达、日本各 3项，乌克兰、印度、阿根廷、新西兰各

2项，哥斯达黎加、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黑山共和国、土耳其、蒙古、阿曼、摩洛哥、

墨西哥、越南、印度尼西亚各 1项。

渊一冤 2020年 5-6月WTO/TBT通报信息

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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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ISR/1147] 以色列 SI682第 1部分 -家用儿童床和折叠：安全要求 2020/5/25

[G/TBT/N/ISR/1148] 以色列 SI1254冷藏保存的蔬菜沙拉 2020/5/25

[G/TBT/N/JPN/664] 日本
部分修订生物制品最低要求，部分修订国家放行测

试公告
2020/5/25

[G/TBT/N/KEN/

1002]
肯尼亚

2020 年 4 月 28 日法律公告 NO.78，标准法令

2020
2020/5/25

[G/TBT/N/KEN/734/

Add.1]
肯尼亚 KS2423硝酸镁肥料,技术等级 -规范 2020/5/25

[G/TBT/N/KEN/737/

Add.1].
肯尼亚 KS2422硫酸钾肥料，技术等级 -规范 2020/5/25

[G/TBT/N/KEN/859/

Add.1].
肯尼亚 KS2077：2019马铃薯种薯 -规范 2020/5/25

[G/TBT/N/KEN/871/

Add.1]
肯尼亚

KS1954：2019医学研究 -向人体施用电离辐射 -

要求
2020/5/25

[G/TBT/N/KEN/872/

Add.1]
肯尼亚

KS2029：2019包含放射性材料的尸体 -安全处理

-操作规范
2020/5/25

[G/TBT/N/KEN/873/

Add.1]
肯尼亚

KS 2030：2019接受放射性物质治疗患者的排出 -

操作规范
2020/5/25

[G/TBT/N/TP-

KM/396/Add.1]

台澎金马单独

关税区
2020/5/25

[G/TBT/N/UA/691/A

dd.5]
美国 能源节约计划：外部电源节能标准 2020/5/25

[G/TBT/N/UA77/Ad

d.2].
美国 修订手提式婴儿背带安全标准 2020/5/25

[G/TBT/N/US-

A/1268/Add.2]
美国 危险材料：未精练石油产品和 3类材料的蒸气压 2020/5/25

[G/TBT/N/US-

A/1432/Add.3]
美国

新住宅木材加热器、新住宅水暖器和强制通风炉性

能标准
2020/5/25

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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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US-

A/93/Add.2]
美国 能源节约计划：家用和商用洗衣机测试程序 2020/5/25

[GTBT/N/US-

A/873/Add.2]
美国 能源节约计划：电机节能标准 2020/5/25

[G/TBT/N/BGD/3/Ad

d.1]
蒙古 危险废物(电子废物)管理法规 2019 2020/5/26

[G/TBT/N/KOR/894] 韩国 “食品标签标准”修订提案 2020/5/26

[G/TBT/N/KOR/895] 韩国
“关于审查制定和调整化妆品成分使用标准的法规”

的通报提案
2020/5/26

[G/TBT/N/KOR/896] 韩国 “准药品指定范围”修订提案 2020/5/26

[G/TBT/N/TP-

KM/415]

台澎金马单独

关税区
婴儿床法定检验要求提案 2020/5/26

[G/TBT/N/TZA/464] 坦桑尼亚 AFDC 16(6758)P3米粉 -规范 2020/5/26

[G/TBT/N/TZA/465] 坦桑尼亚 AFDC 16(6757)P2早餐谷物 -规范 2020/5/26

[G/TBT/N/TZA/466] 坦桑尼亚 AFDC16(6759)P3燕麦粒 -规范 2020/5/26

[G/TBT/N/TZA/467] 坦桑尼亚 AFDC16(6716)P3酱油 -规范 2020/5/26

[G/TBT/N/TZA/469] 坦桑尼亚 TBS/AFDC29(3267)P3巧克力 -规范 2020/5/26

[G/TBT/N/TZA/470] 坦桑尼亚 TBS/AFDC29(3538)P3可可粉（不加糖） -规范 2020/5/26

[G/TBT/N/US-

A/1565/Add.

1/Corr.1]

美国 电子雷管；更正 2020/5/25

[G/TBT/N/US-

A/508/Add.5]
美国 能源节约计划：家用热水器节能标准 2020/5/25

[G/TBT/N/US-

A/893/Add.11]
美国

FDA信息收集活动；提交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

审议；评议请求；视频标签法规
2020/5/25

要闻简报

11



《国际贸易技术壁垒》 2020/6 总第 192期

[G/TBT/N/TZA/471] 坦桑尼亚
TBS/AFDC 29(5735)P3饮品巧克力（加糖可可粉）

———规范
2020/5/26

[G/TBT/N/IND/148] 印度 钢和钢产品(质量控制)法令(I)2020 2020/5/27

[G/TBT/N/MAR/30] 摩洛哥
工业贸易与绿色与数字经济部法令 No.1060-20

（2020年 4月 8日）非医疗通入的无纺布防护口罩
2020/5/27

[G/TBT/N/UKR/165] 乌克兰
乌克兰法律草案 "关于与食品接触的材料和物品的

要求”
2020/5/27

[G/TBT/N/KOR/897] 韩国 修订韩国机动车及零部件安全与性能法规 2020/5/28

[G/TBT/N/MEX/389/

Add.2]
墨西哥

墨西哥官方标准草案 PROY-NOM-001-CRE/SCFI

-2017
2020/5/28

[G/TBT/N/US-

A/242/Add.4]
美国

主管机关信息收集活动；提交 OMB审查；评议请

求 -服装纺织品易燃性标准和乙烯塑料薄膜易燃性

标准

2020/5/28

[G/TBT/N/US-

A/590/Add.3]
美国.

主管机关信息收集活动;提交 OMB审查;评议请求；

床垫及衬垫易燃性标准和床垫套件易燃性（明火）

标准

2020/5/28

[G/TBT/N/CRI/136/

Add.4]
哥斯达黎加 哥斯达黎加技术法规 No.425:2008充气轮胎 2020/5/29

[G/TBT/N/US-

A/1599/Add.1]
美国

有毒物质控制法案(TSCA)第 8(a)条规定的报告和记

录保存要求的小型制造商定义更新
2020/5/29

[G/TBT/N/ARG/392] 阿根廷

联合决议草案“阿根廷食品法典 -第 3章‘一般食

品标准：保藏或腌制食品的保藏和处理’-第 173

条：用醋和油腌制的食品

2020/6/2

[G/TBT/N/BRA/

1011]
巴西

更新模拟地面调幅广播发射机合格评定技术要求的

法案提案
2020/6/2

[G/TBT/N/BRA/

1012]
巴西

更新社区广播服务发射机(RadCom)合格评定技术要

求的法案提案
2020/6/2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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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BRA/

1013]
巴西

更新模拟电视发射机、传输辅助服务发射机（TV）、

电视频道转换器和音视频调制器。
2020/6/2

[G/TBT/N/BRA/

1014]
巴西

更新模拟地面调频广播发射机合格评定技术要求的

法案提案
2020/6/2

[G/TBT/N/BRA/

1015]
巴西 更新汽车影院发射机合格评定技术要求的法案提案 2020/6/2

[G/TBT/N/BRA/

1016]
巴西

2020 年 5 月 29 日巴西官方公报 No.102 公布的

2020年 5月 27日法令 No.107
2020/6/2

[G/TBT/N/E-

GY/1/Add.12]
埃及 覆盖的产品：ICS67.100.30(乳酪) 2020/6/2

[G/TBT/N/E-

GY/1/Add.14]
埃及 覆盖的产品：ICS67.100.30（奶酪） 2020/6/2

[G/TBT/N/E-

GY/1/Add.15]
埃及 覆盖的产品：ICS:67.120.30(鱼和渔产品) 2020/6/2

[G/TBT/N/E-

GY/1/Add.16]
埃及 覆盖的产品：ICS:67.120.30(鱼和渔产品) 2020/6/2

[G/TBT/N/ARG/393] 阿根廷

联合决议草案“阿根廷食品法典 -第 IX章‘谷粉食

品’—第 694条、第 694条第 2款、第 659条、第

695条第 2款、第 695条第 3款：“玉米粉”

2020/6/3

[G/TBT/N/E-

GY/16/Add.3]
埃及 要盖的产品：玩具(ICS97.200.50) 2020/6/3

[G/TBT/N/E-

GY/245/Add.1]
埃及 覆盖的产品：注射器，针头和导管(ICS.11.040.99) 2020/6/3

[G/TBT/N/EGY/259] 埃及

部颁法令 No.174/2020(2页，阿拉伯语)撤销埃及标

准 ES 5050“标称出口压力为 150mbar的非家用器

具液化石油气低压不可调调节器”

2020/6/3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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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E-

GY/3/Add.31]
埃及 覆盖的产品：ICS:23.060.40(压力调节器) 2020/6/3

[G/TBT/N/E-

GY/3/Add.32]
埃及 覆盖的产品：纸和纸板(ICS85.060) 2020/6/3

[G/TBT/N/E-

GY/3/Add.33]
埃及 覆盖的产品：ICS75.160.10(固体燃料) 2020/6/3

[G/TBT/N/E-

GY/335/Add.1]

台澎金马单独

关税区
2020/6/3

[G/TBT/N/E-

GY/34/Add.6]
埃及 覆盖的产品：ICS:67.120.30(鱼和渔产品) 2020/6/3

[G/TBT/N/EU/722] 欧盟
欧盟委员会决议实施细则草案，不批准氯苯作为活

性物质用于产品类别 2的生物杀虫剂产品
2020/6/3

[G/TBT/N/JPN/663/

Add.1]
日本

修订关于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规范和标准、饲料商

品中污染物最高含量水平的部颁法令，并颁布只供

人类消费的马匹的公开通报

2020/6/3

[G/TBT/N/TP-

KM/398/Add.1]

台澎金马单独

关税区
2020/6/3

[G/TBT/N/US-

A/1519/Add.4]
美国

烟草产品；卷烟包装和广告所需的警告;推迟生效日

期
2020/6/3

[G/TBT/N/US-

A/1537/Add.1]
美国

儿童玩具和儿童护理用品：关于未加工人造纤维包

含的 ASTM F963元素和邻苯二甲酸酯的决定
2020/6/3

[G/TBT/N/US-

A/1606/Corr.1]
美国

人体暴露于射频电磁场及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射频

暴露限值和政策的重新评估
2020/6/3

[G/TBT/N/E-

GY/191/Add.2]
埃及 覆盖的产品：鞋类(ICS 61.060) 2020/6/4

[G/TBT/N/NM/161/A

dd.1]
越南 2020/6/3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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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E-

GY/194/Add.2]
埃及 覆盖的产品：鞋类(ICS61.060) 2020/6/4

[G/TBT/N/E-

GY/228/Add.1]
埃及.

覆盖的产品：烟草、烟草制品及相关设备 (ICS

65.160)
2020/6/4

[G/TBT/N/E-

GY/231/Add.1]
埃及

覆盖的产品：家具 (ICS97.140)，儿童设备 （ICS

97.190）
2020/6/4

[G/TBT/N/E-

GY/212/Add.1]
埃及 覆盖的产品：ICS67.040(一般食品) 2020/6/4

[G/TBT/N/E-

GY/222/Add.]
埃及 覆盖的产品：炊具、刀具和餐具(ICS 97.040.60) 2020/6/4

[G/TBT/N/E-

GY/232/Add.1]
埃及 覆盖的产品：薄纸(ICS85.080.20) 2020/6/4

[G/TBT/N/E-

GY/233/Add.1]
埃及

覆盖的产品：家庭安全(ICS13.120),一般家用电器

（ICS 97.030）
2020/6/4

[G/TBT/N/E-

GY/234/Add.2]
埃及 覆盖的产品：麻袋。袋子(ICS 55.080) 2020/6/4

[G/TBT/N/E-

GY/237/Add.1]
埃及 覆盖的产品：胶合板(ICS79.060.01) 2020/6/4

[G/TBT/N/E-

GY/241/Add.1]
埃及 覆盖的产品：呼吸防护装置(ICS 13.340.30) 2020/6/4

[G/TBT/N/E-

GY/242/Add.1]
埃及 覆盖的产品：商业制冷电器(ICS 97.130.20) 2020/6/4

[G/TBT/N/E-

GY/246/Add.1]
埃及 覆盖的产品：注射器、针头和导管(ICS 11.040.25) 2020/6/4

[G/TBT/N/EGY/260] 埃及

部颁法令 No.174/2020(2页，阿拉伯语)，执行埃及

标准 ES 8350-3“单层板积材（LVL） -粘合质量

-第 3部分：规范”

2020/6/4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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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E-

GY/3/Add.34]
埃及 要盖的产品：ICS87.040(油漆和清漆) 2020/6/4

[G/TBT/N/E-

GY/34/Add.7]
埃及 覆盖的产品：ICS:67.120.30(鱼和渔产品) 2020/6/4

[G/TBT/N/E-

GY/76/Add.2]
埃及 要盖的产品：普通电灯(ICS29.140.01) 2020/6/4

[G/TBT/N/GEO/107] 格鲁吉亚
2020年 1月 20日格鲁吉亚政府法令 No.47批准的

“玩具安全”技术法规
2020/6/4

[G/TBT/N/GEO/108] 格鲁吉亚

2020年 2月 6日格鲁吉亚政府法令 No.83批准的

“用于潜在爆炸环境中的防护设备和防护系统”技术

法规

2020/6/4

[G/TBT/N/GEO/109] 格鲁吉亚
2020年 2月 6日格鲁吉亚政府法令 No.84批准的

“燃气器具”技术法规
2020/6/4

[G/TBT/N/GEO/110] 格鲁吉亚
2020年 2月 6日格鲁吉亚政府法令 No.82批准的

“个人防护设备”技术法规
2020/6/4

[G/TBT/N/GEO/111] 格鲁吉亚
2020年 2月 6日格鲁吉亚政府法令 No.85批准的

“机械”技术法规
2020/6/4

[G/TBT/N/SAU/

1136]
沙特阿拉伯 门窗技术法规 2020/6/4

[G/TBT/N/US-

A/1427/Add.

1/Corr.1]

美国 通过引用编入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规范 2015-2017 2020/6/4

[G/TBT/N/US-

A/1427/Add.1]
美国 通过引用编入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规范 2015-2017 2020/6/4

[G/TBT/N/US-

A/1481/Add.1]
美国 能源节约计划：电机测试程序 2020/6/4

[G/TBT/N/US-

A/1560/Add.1]
美国

拟人化测试设备，HIII 第 5 百分位女性测试假人；

通过引用编入
2020/6/4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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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KOR/834/

Add.1]
韩国

电器和消费品安全控制法案执行规则修订提案 （3

页，韩语）
2020/6/5

[G/TBT/N/TUR/160] 土耳其
公报 TS870(2019 年 1 月)枪械 - 散弹枪 - 用于狩

猎、体育和竞赛 -标准
2020/6/6

[G/TBT/N/ARE/475]
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
阿联酋(UAE)户外照明产品控制系统 2020/6/8

[G/TBT/N/KOR/899] 韩国 为促进国内废物回收修订限制进口废物通报 2020/6/8

[G/TBT/N/KOR/900] 韩国 食品标签和广告法案执行规则修订提案 2020/6/8

[G/TBT/N/NZL/100] 新西兰 GHS7的实施:对危险物质核准和分组标准的影响 2020/6/8

[G/TBT/N/US-

A/1003/Add.2]
美国 能源节约计划：预冲洗喷射阀 2020/6/8

[G/TBT/N/THA/496/

Add.1]
泰国

泰国工业标准 -额定电压 450/750V以下的聚氯乙

烯绝缘电缆 （TIS 11） -第 101-2561（2018） 部

分：一般用途护套电缆

2020/6/9

[G/TBT/N/THA/521/

Add.1]
泰国

泰国工业标准 - 一般结构用冷成型结构钢型材

（TIS 1228-2561 (2018)）
2020/6/9

[G/TBT/N/THA/521/

Add.1]
泰国

泰国工业标准 - 一般结构用冷成型结构钢型材

（TIS 1228-2561（2018））
2020/6/9

[G/TBT/N/THA/57/R

ev.1/Add.1]
泰国

泰国工业标准 - 气瓶用热轧扁钢 (TIS 2060-2560

（2017） )
2020/6/9

[G/TBT/N/US-

A/1363/Rev.1]
美国

国家有机计划(NOP)；2019年 4月国家有机标准委

员会（NOSB）建议（畜牧和处理）国家允许物质

和禁止物质清单修订提案

2020/6/9

[G/TBT/N/BRA/

1017]
巴西 2020年 4月 28日决议 RDC378 2020/6/11

[G/TBT/N/BRA/

1018]
巴西 2020年 5月 12日决议 RDC382 2020/6/11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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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BRA/

1019]
巴西 2020年 5月 12日决议草案 No.812评议表 2020/6/11

[G/TBT/N/BRA/

1020]
巴西 2020年 5月 12日决议草案 No.813评议表 2020/6/11

[G/TBT/N/BRA/

1021]
巴西 2020年 4月 17日决议 RDC375 2020/6/11

[G/TBT/N/BRA/

1022]
巴西

2020年 5月 26 日法令 No.102,2020年 5月 27日

巴西官方公报 No.100公布
2020/6/11

[G/TBT/N/US-

A/1517/Add.1]
美国 某些化学物质重要新用途规则(19-4.B) 2020/6/11

[G/TBT/N/US-

A/1624]
美国 管道安全：燃气管道法规改革 2020/6/11

[G/TBT/N/US-

A/826/Add.6]
美国

能源节约计划：某些商业和工业设备能源节约标准；

早起评审；冷藏瓶装或罐装饮料自动售货机
2020/6/11

[G/TBT/N/USA/920/

Add.2]
美国 危险材料：安全装置信息请求 2020/6/11

[G/TBT/N/BRA/1002

/Add.1]
巴西 技术贸易壁垒委员会 -通报 -巴西 -枪支 -补遗 2020/6/12

[G/TBT/N/BRA/978/

Add.1]
巴西

技术贸易壁垒委员会 -通报 -巴西 -受冠状病毒流

行影响的国家开展合格评定活动 -补遗
2020/6/12

[G/TBT/N/TP-

KM/416]

台澎金马单独

关税区

有关水设备、卫生洁具或其他设备产品用水效率标

签强制性规定的公告
2020/6/12

[G/TBT/N/EU/712/

Corr.1]
欧盟 2020/6/11

[G/TBT/N/US-

A/1009/Add.5]
美国 能源节约计划：商用预冲洗喷雾阀能源节约标准 202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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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BRA/993/

Add.2]
巴西

技术贸易壁垒委员会 -通报 -巴西 -医疗设备 -

补遗
2020/6/12

[G/TBT/N/MNE/16] 黑山共和国 电气工程安全措施试验用计量器具计量要求规程 2020/6/12

[G/TBT/N/BRA/1001

/Add.1]
巴西

技术贸易壁垒委员会 -通报 -巴西 -枪支的识别和

标记 -补遗
2020/6/12

[G/TBT/N/US-

A/1625]
美国 节能计划：房间空调的测试程序 2020/6/12

[] 美国
技术贸易壁垒委员会 -通报 -美国 -人体暴露于射

频电磁场 -补遗
2020/6/12

[G/TBT/N/US-

A/1627]
美国 石油和天然气源控制中的 VOC排放 2020/06/15

[G/TBT/N/NZL/101] 新西兰
建筑(建筑产品及方法、模块化组件及其他事项)修正

案
2020/06/15

[G/TBT/N/BRA/870/

Add.23]
巴西

技术贸易壁垒委员会 -通报 -巴西 -药品良好生产

规范指南：药品检验
2020/06/15

[G/TBT/N/TP-

KM/417]

台澎金马单独

关税区
关于婴儿浴椅的法定检验要求的提议 2020/06/15

[G/TBT/N/BRA/984/

Add.1]
巴西

技术贸易壁垒委员会 -通报 -巴西 -药品，活性药

物成分和保健产品 -补遗
2020/06/15

[G/TBT/N/ARE/475/

Corr.1]

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

技术贸易壁垒委员会 -通报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户外照明产品 -补遗
2020/06/15

[G/TBT/N/MYS/103] 马来西亚
数码地面电视广播服务接收器 -通用测试套件(第二

次修订)
2020/06/15

[G/TBT/N/US-

A/1626]
美国

护平流层臭氧：根据重要新替代品政策计划的替代

品清单
2020/06/15

[G/TBT/N/BRA/870/

Add.24]
巴西

技术贸易壁垒委员会 -通报 -巴西 -药品良好生产

规范指南 -补遗
2020/06/15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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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OMN/

408]
阿曼

部颁法令强制执行阿曼标准“聚乙烯可重复使用购

物袋”
2020/06/15

[G/TBT/N/MYS/102] 马来西亚 短程设备–规格（第二修订版） 2020/06/15

[G/TBT/N/US-

A/1628]
美国 某些化学物质重要新用途规则(20-6.B) 2020/06/16

[G/TBT/N/ARE/476]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
阿联酋（UAE）保健产品控制计划草案 2020/06/16

[G/TBT/N/CHN/

1427]

中华人民

共和国
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系列管理实施细则 2020/06/17

[G/TBT/N/EU/723] 欧盟
欧盟委员会法规草案，关于批准除涉及减少疾病危

险和儿童发育与健康以外的食品健康声明
2020/06/17

[G/TBT/N/U-

GA/1211]
乌干达

DUS 876：2020，干辣椒（完整或粉碎） -规范，

第二版
2020/06/17

[G/TBT/N/CHN/

1426]

中华人民

共和国
民用无人机生产制造管理办法 2020/06/17

[G/TBT/N/CHN/

1428]

中华人民

共和国
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市场准入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的评估办法
2020/06/17

[G/TBT/N/CHN/

1429]

中华人民

共和国

中文标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准轨距铁

路用轨距第 1部分：车辆轨距》
2020/06/17

[G/TBT/N/US-

A/963/Add.3]
美国

技术贸易壁垒委员会 -通报 -美国 -商用暖风炉 -

补遗
2020/06/18

[G/TBT/N/US-

A/305/Add.8]
美国

技术贸易壁垒委员会 -通报 -美国 -干衣机，室内

空调 -补遗
2020/06/18

[G/TBT/N/US-

A/1551/Add.4]
美国

技术贸易壁垒委员会 -通报 -美国 -雾化产品 -

补遗
2020/06/18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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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费品召回 |2020年第 21

周欧盟 RAPEX通报情况分析

根据 2020 年第 21 周 RAPEX 预警通

报（5月 22日发布），本周欧盟发布了 38

例产品通报，我国大陆被通报的产品有 16

例，占全部通报的 42.1%，主要涉及首饰

类、激光笔类、灯串类类、照明设备类、

防护装备类、玩具类和电器设备类。

[G/TBT/N/JPN/665] 日本 杂项制成品质量标签规则部分修订 2020/06/18

[G/TBT/N/US-

A/1490/Add.1]
美国

技术贸易壁垒委员会 -通报 -美国 -电动汽车供应

设备 -补遗
2020/06/18

[G/TBT/N/KOR/901] 韩国 《医疗器械法案实施规则》修订 2020/06/19

[G/TBT/N/U-

GA/1212]
乌干达

DUS 2215：2019，银鲤鱼 （银鲤） 罐头 - 规范，

第一版
2020/06/22

[G/TBT/N/TP-

KM/419]

台澎金马单独

关税区
食品中可可豆壳使用限制和标签要求的法规草案 2020/06/22

[G/TBT/N/TP-

KM/418]

台澎金马单独

关税区

由转基因大肠杆菌菌株 Ast12生产的虾青素为食品

配料的使用限制及标签要求法规草案
2020/06/22

[G/TBT/N/EU/724] 欧盟

欧盟委员会法规实施细则草案，批准过氧乙酸(PAA)

与过氧辛酸(POOA)反应质量作为活性物质用于产品

类别 2、3和 4的生物杀虫剂产品

2020/06/23

[G/TBT/N/THA/567/

Add.1]
泰国 技术贸易壁垒委员会 -通报 -泰国 -农药 -补遗 2020/06/23

[G/TBT/N/ARE/478]
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

更新阿联酋（UAE）技术法规“柴油（汽油） -要

求和测试方法”
2020/06/23

[G/TBT/N/ARE/477]
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

更新阿联酋（UAE）技术法规“无铅汽油 -要求和

测试方法”
2020/06/23

[G/TBT/N/IDN/128] 印度尼西亚
农业部法规 No. 01/2019，关于肥料，生物肥料和

土壤改良剂的注册
2020/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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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737/20 首饰类 德国 耳环 Tedi 化学危害 REACH 召回

A12/00736/20 激光笔类 芬兰
激光炬/
指针

DeerCreek 视力损害 EN60825-1 撤出市场

A12/00750/20 灯串类 德国 LED灯管 Salcar 环境危害 POPs
召回袁 禁止
销售产品和

任何附带措

施,销毁产品

A12/00741/20 照明

设备类
匈牙利

便携式

LED灯
XINGFEN
GDENGJU

烧伤,触
电袁 火灾

低电压指令;
EN60598;EN60335

召回袁
撤出市场

A12/00755/20 照明

设备类
匈牙利

便携式

LED灯 JiaHao 烧伤,触
电袁 火灾

低电压指令;
EN60598;EN60335

召回袁
撤出市场

A12/00756/20 照明

设备类
匈牙利

便携式

LED灯
High

mountain
tiger

烧伤袁 触
电袁 火灾

低电压指令;
EN60598

召回袁
撤出市场

A12/00757/20 照明

设备类
匈牙利

便携式

LED灯
Xin

Yong
hong

烧伤袁 触
电袁 火灾

低电压指令曰
EN60598曰 EN60335

召回袁
撤出市场

A12/00767/20 防护

装备类
波兰

颗粒过滤

面罩
未知

健康危害/
其他

个人防护装备法规

禁止销售产

品和任何附

带措施

A12/00768/20 防护

装备类
波兰

颗粒过滤

面罩
MARS 健康危害/

其他
个人防护装备法规

禁止销售产

品和任何附

带措施

A12/00775/20 防护

装备类
比利时

颗粒过滤|
面罩

MeiShuHu 健康危害/
其他

个人防护装备法规 召回

A12/00743/20 玩具类 意大利 桨球套装
TU!

Giochi 化学危害 REACH
禁止销售产

品和任何附

带措施

A12/00764/20 玩具类 英国 玩具枪 GelSoft 窒息袁 受
伤

玩具安全指令;
EN71-1

在线袁 上售
卖网站下架

该产品

表 1 2020年第 21周我国产品受 RAPEX通报统计情况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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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中可以看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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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销售、

销毁产品、从线上下架。其中：

首饰类被通报 1项，主要原因是存在

化学危害的危害，违反了 REACH法规；

激光笔类被通报 1项，主要原因是存

在视力损害的危害，违反了 EN 60825-1

激光产品的安全。第 1部分：设备分类和

要求；

灯串类被通报 1项，主要原因是存在

环境危害的危害，违反了 POP法规；

照明设备类被通报 4项，主要原因是

存在烧伤、触电、火灾的危害，违反了低

电压指令、EN 60598 照明、EN 60335 家

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防护装备类被通报 3项，主要原因是

存在健康危害的危害，违反了个人防护装

备法规；

玩具类被通报 3项，主要原因是存在

化学危害、窒息、受伤的危害，违反了

REACH法规、玩具安全指令、EN 71-1玩

具安全第 1部分机械性能和物理性能；

电器设备类被通报 3项，主要原因是

存在烧伤、触电、火灾的危害，违反了低

电压指令、EN 60950-1信息技术设备的安

全性.第 1部分:一般要求、IEC 60884-1家

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 1部分：通用要

求。

（来源：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

（三）消费品召回 |2020 年第 22

周欧盟 RAPEX通报情况分析

在本周 RAPEX预警通报中（2020年 5

月 29日发布），通报产品总数为 55例，中

国大陆产品被通报共计 31例，约占全部通

报 56.4%，具体详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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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753/20 电器

设备类
丹麦

USB
充电器

hoco 触电袁
火灾

低电压指令;
EN60950-1 召回

A12/00754/20 电器

设备类
丹麦

USB旅行
充电器

BORO鄄
FONE

触电袁
火灾

低电压指令;
EN60950-1 召回

A12/00761/20 电器

设备类
立陶宛

电源

延长线

BEL鄄
LIGHT

烧伤袁 触
电袁 火灾

低电压指令;
IEC60884-1 撤出市场

Al1/00051/20 玩具类 英国
可扩展

玩具
未知

窒息袁
受伤

玩具安全指令;
EN71-1

在线上售卖

网站下架该

产品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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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0年第 22周我国产品受 RAPEX通报统计情况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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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802/20 照明

设备类
匈牙利

便携 LED
手电筒

Fuxuan 烧伤曰 触电曰
火灾

低电压指令曰
EN 60598

召回曰 撤出
市场

A12/00778/20 机械类 比利时

可折叠地

电动

自行车

BIZOBIKE 火灾 EN 62133-2 停止销售曰
召回

A12/00804/20 机械类 芬兰
汽车剪式

升降机

Jema
Autolifte 受伤

机械指令曰
EN 1493 召回

A12/00783/20 防护

设备类
比利时 口罩

Yicheng Yi
Liao

健康风险/其
他 渊过滤
值臆90%冤

个人防护设

备指令
禁止销售

A12/00784/20 防护

设备类
比利时 口罩 Teyouda

健康风险/其
他 渊过滤
值臆74%冤

个人防护设

备指令
禁止销售

A12/00785/20 防护

设备类
波兰 口罩 Foshan

健康风险/其
他 渊过滤
值臆78%冤

个人防护设

备指令曰 EN
149

禁止销售

A12/00788/20 防护

设备类
波兰 口罩 未知

健康风险/其
他 渊过滤
值臆90%冤

个人防护设

备指令曰 EN
149

禁止销售

A12/00790/20 防护

设备类
波兰 口罩 未知

健康风险/其
他 渊过滤
值臆47%冤

个人防护设

备指令曰
EN 149

禁止销售

A12/00793/20 防护

设备类
波兰 防护服 BEAST 健康风险

/其他
个人防护设

备指令曰
EN 14126

禁止销售

A12/00794/20 防护

设备类
比利时 口罩 SAFE

健康风险/其
他 渊过滤
值臆67%冤

个人防护设

备指令
禁止销售

A12/00795/20 防护

设备类
比利时 口罩 Yubei

健康风险/其
他 渊过滤
值臆93%冤

个人防护设

备指令
禁止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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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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772/20
儿童护理

产品与儿

童设备类

德国
儿童汽车

座椅
BeSafe 受伤

UN/ECE No
44-04 召回

A12/00774/20 玩具类 芬兰 毛绒玩具
A12/

00774/20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禁止销售

A12/00796/20 防护

设备类
比利时 口罩 MASK

健康风险/其
他 渊过滤
值臆69%冤

个人防护设

备指令
禁止销售

A12/00820/20 防护

设备类
波兰 口罩 MOCUE

健康风险/其
他 渊过滤
值臆88%冤

个人防护设

备指令曰 EN
149

禁止销售

A12/00797/20 玩具类 立陶宛 软体玩具 未知
化学危害曰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
1曰 EN 62115

撤出市场

A12/00799/20 玩具类 立陶宛
塑料化妆

舞会面具
未知

化学危害曰
窒息

REACH 撤出市场

A12/00803/20 玩具类 匈牙利
玩具

弩套装
未知 受伤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销毁曰 拒绝
入境

A12/00805/20 玩具类 匈牙利
玩具

弩套装
未知 受伤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销毁曰
拒绝入境

A12/00806/20 玩具类 塞浦路斯
多功能

玩具

PRESS &
LEARN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销毁曰
撤出市场

A12/00810/20 玩具类 捷克
带配件的

塑料娃娃
Toi-Toys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0814/20
服装

纺织品

与时尚类

芬兰 眼镜框
Disney

Princess 化学危害
REACH曰
EN 16128

禁止销售曰
召回

A12/00798/20 化妆品类 捷克 香水

LUCA
BOSSI

PERFUME
化学危害 化妆品法规 撤出市场

A12/00807/20 化妆品类 德国 指甲油 未知 化学危害 化妆品法规 停止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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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中可以看出，看出本周被通报

的有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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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销售、

销毁产品、拒绝入境。其中：

照明设备类被通报 2项，主要原因是

存在烧伤、触电、火灾的危害，违反了低

电压指令、EN 60598灯具。

机械类被通报 2项，主要原因是存在

火灾、受伤的危害，违反了机械指令、EN

62133-2含碱性或其他非酸性电解液的蓄

电池电池和电池组 适用于便携式设备的便

携式密封蓄电池和由蓄电池制成的电池组

的安全要求第 2部分 锂系统、EN 1493车

辆升降机。

防护设备类被通报 10项，主要原因是

存在健康危害的危害，违反了个人防护装

备法规、EN 149呼吸保护装置过滤半面罩

以防止颗粒物 要求，测试，标记、EN

14126防护服 防传染物用防护服的性能要

求和试验方法。

儿童用品类被通报 1项，主要原因是

存在受伤的危害，违反了 UN/ECE No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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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00053/20 玩具类 芬兰 毛绒玩具
Teddy

Heaters 受伤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禁止销售

INFO/00061/
20

业余爱好/
运动

设备类

法国
成人

踏板车
Firefly 受伤 EN 15619 召回

A12/00792/20 照明

设备类
英国 LED灯

Chinalux
or Sinolux
- Ningbo

Euro
Electricals

烧伤曰 火灾 低电压指令曰
EN 60598 召回

A12/00812/20 化妆品类 捷克 香水
Beautiful
Parfum 化学危害 化妆品法规 撤出市场

A12/00769/20 日用电器

与设备类
芬兰

电池

充电器
Klarus 触电

低电压指令曰
EN 60335 召回

A12/00771/20 日用电器

与设备类
意大利

万能

转换头
未知 触电

IEC 60884曰
CEI EN 23-

50.
召回

A11/00052/20 玩具类 芬兰
带亮片的

毛绒玩具

The Ty
Flippables 受伤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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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4车用儿童安全座椅 (阻燃)。

玩具类被通报 9项，主要原因是存在

化学危害、窒息、受伤的危害，违反了玩

具安全指令、EN 71-1玩具安全 第 1部分

机械性能和物理性能、EN 62115电动玩具

的安全性、REACH法规。

服装、纺织品和时尚用品类被通报 1

项，主要原因是存在化学危害的危害，违

反了 REACH 法规、EN 16128 眼科光学。

用于镍释放的眼镜架和太阳镜测试的参考

方法。

化妆品类被通报 3项，主要原因是存

在化学危害的危害，违反了化妆品法规。

电器设备类被通报 2项，主要原因是

存在触电的危害，违反了低电压指令、EN

6033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IEC

60884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CEI EN

23-50意大利插头插座量规。

业余爱好 /运动器材类被通报 1项，主

要原因是存在受伤的危害，违反了 EN

14619滚轴运动设备踢踏板车 安全要求和

测试方法。

特别关注

本周，波兰和比利时对我国产颗粒过

滤面罩和防护服采取了禁止销售的措施，

召回原因主要为材料过滤能力不足及面罩

无法贴合面部。具体信息如下：

比利时对 Yicheng Yi Liao品牌的颗粒

过滤面罩进行了召回，原因是材料的颗粒 /

过滤器保留能力不足（测量值≤90％），并

且面罩无法正确适应面部。因此，过多的

颗粒或微生物可能会通过口罩，如果不采

取其他保护措施，则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比利时对 Teyouda品牌的颗粒过滤面

罩进行了召回，原因是面罩的总过滤能力

不足（测量值≤74％），并且面罩无法正确

适应脸部。因此，过多的颗粒或微生物可

能会通过口罩，如果不采取其他保护措施，

则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波兰对 Foshan品牌的颗粒过滤面罩进

行了召回，原因是材料的颗粒 /过滤器保留

能力不足（测量值≤78％）。因此，过多的

颗粒或微生物可能会通过口罩，如果不采

取其他保护措施，则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波兰对未知品牌的颗粒过滤面罩进行

了召回，原因是面罩的总过滤能力不足

（测量平均值≤90％）。因此，过多的颗粒

或微生物可能会通过口罩，如果不采取其

他保护措施，则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波兰对未知品牌的颗粒过滤面罩进行

了召回，原因是材料的颗粒 /过滤器保留能

力不足（测量值≤47％）。因此，过多的颗

粒或微生物可能会通过口罩，如果不采取

其他保护措施，则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波兰对 BEAST品牌的防护服进行了召

回，原因是产品的材料可渗透液体飞溅。

因此，传染性液体可能会渗透到材料中，

从而使微生物能够穿过防护服，从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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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0年第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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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843/20 机械类 芬兰
车辆

升降机
Trainsway 受伤

机械指令曰
EN 1493 召回

A12/00844/20 防护

设备类
比利时 口罩 未知

健康风险/其
他 渊过滤
值臆92.7%冤

个人防护设备

指令曰 EN 149 禁止销售

A12/00845/20 防护

设备类
比利时 口罩 未知

健康风险/其
他 渊过滤
值臆37%冤

个人防护设备

指令曰 EN 149 禁止销售

A12/00846/20 防护

设备类
比利时 口罩 未知

健康风险/其
他 渊过滤
值臆69.3%冤

个人防护设备

指令曰 EN 149 禁止销售

专题发布

了感染的风险。

比利时对 SAFE 品牌的颗粒过滤面罩

进行了召回，原因是材料的颗粒 /过滤器保

留能力不足（测量值≤67％），并且面罩无

法正确适应面部。因此，过多的颗粒或微

生物可能会通过口罩，如果不采取其他保

护措施，则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比利时

对 Yubei品牌的颗粒过滤面罩进行了召回，

原因是材料的颗粒 / 过滤器保留能力不足

（测量值≤93％），并且面罩无法正确适应

面部。因此，过多的颗粒或微生物可能会

通过口罩，如果不采取其他保护措施，则

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比利时对MASK品牌的颗粒过滤面罩

进行了召回，原因是面罩的总过滤能力不

足（测量值≤69％），并且面罩无法正确适

应脸部。因此，过多的颗粒或微生物可能

会通过口罩，如果不采取其他保护措施，

则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波兰对MOCUE 品牌的颗粒过滤面罩

进行了召回，原因是面罩的总过滤能力不

足（测量平均值≤88％）。因此，过多的颗

粒或微生物可能会通过口罩，如果不采取

其他保护措施，则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来源：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

（四）消费品召回 |2020 年第 23

周欧盟 RAPEX通报情况分析

根据 2020年第 23周 RAPEX预警通报

（5月 29日发布），在本周 RAPEX预警通

报中，通报产品总数为 31例，中国大陆产

品被通报共计 11 例，约占全部通报

36.7%，具体详情如下：

28



《国际贸易技术壁垒》 2020/6总第 192期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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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848/20 防护

设备类
比利时 口罩 KSL

健康风险/其
他 渊过滤
值臆67%冤

个人防护设备

指令曰 EN 149 禁止销售

A12/00829/20 玩具类 立陶宛
带配件的

塑料娃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1/00054/20 烟火

物品类
比利时 烟火

J-
Fireworks 烧伤曰 火灾 烟火指令曰

EN 15947-5 撤出市场

INFO/00066/
20

防护

设备类
马耳他 口罩

Adiutor,
KYJKKJ

健康风险/其
他 渊产品有
CE标志袁 但
未经相关机

构认证为防

护设备遥 冤

个人防护

设备指令
拒绝入境

INFO/00067/
20

防护

设备类
马耳他 口罩 未知

健康风险/其
他 渊产品有
CE标志袁 但
未经相关机

构认证为防

护设备遥 冤

个人防护

设备指令
拒绝入境

INFO/00068/
20

防护

设备类
马耳他 口罩

X.Y.T
XiangYan鄄

Tang

健康风险/其
他 渊产品有
CE标志袁 但
未经相关机

构认证为防

护设备遥冤

个人防护设备

指令
召回

INFO/00069/
20 玩具类 立陶宛 软体玩偶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从表 3中可以看出，看出本周被通报

的有 4类产品，分别被采取了不同的通报

措施，主要有召回、撤出市场、禁止销售、

拒绝入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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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1493汽

车升降机；

防护设备类被通报 7项，主要原因是

存在健康风险的危害，违反了个人防护设

备指令、EN 149呼吸保护装置过滤半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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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20年第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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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859/20 激光笔类 法国 激光笔 TRUST 损伤视力

欧盟新无线设备

指令曰 EN
60825-1

召回曰
撤出市场

A12/00857/20 机械类 机械类
车辆

升降机
Launch 受伤

机械指令曰 EN
1493 召回

以防止颗粒物要求，测试，标记；

玩具类被通报 2项，主要原因是存在

化学危害、窒息的危害，违反了 REA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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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火物品类被通报 1项，主要原因是

存在烧伤、火灾的危害，违反了烟火指令、

EN 15947-5 烟火制品。烟火，分类 F1，

F2和 F3。第 5部分：施工和施工要求。

特别关注

本周，波兰、比利时和马耳他对我国

产口罩采取了召回、拒绝入境、禁止销售

的措施，召回原因主要为材料过滤能力不

足、无法正确适应面部、以及产品带有 CE

标志，但未经相关机构认证为防护设备。

具体信息如下：

波兰对 YUXU (雨旭)等品牌的口罩进行

了召回，原因是材料的颗粒 /过滤器保留能

力不足（测量值分别为≤92.7％、≤37％、

≤69.3％）。因此，过多的颗粒或微生物可

能会通过口罩，如果不采取其他保护措施，

则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比利时对 KSL品牌的口罩进行了召回，

原因是材料的颗粒 / 过滤器保留能力不足

（测量值≤67％），并且面罩无法正确适应

面部。因此，过多的颗粒或微生物可能会

通过口罩，如果不采取其他保护措施，则

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马 耳 他 对 Adiutor, KYJKKJ、 X.Y.T

XiangYanTang等品牌的口罩进行了召回，

原因是该产品带有 CE标记，但未获得相关

机构认证为防护设备。因此，与其他措施

结合使用时，该产品可能无法满足健康和

安全要求并不能提供适当的保护。

（来源：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

（五）消费品召回 |2020 年第 24

周欧盟 RAPEX通报情况分析

根据 2020 年第 24 周 RAPEX 预警通

报（6月 12日发布），在本周 RAPEX预警

通报中，通报产品总数为 34例，中国大陆

产品被通报共计 10 例，约占全部通报

34%，主要涉及激光笔类、机械类、烟火

物品类、玩具类、化妆品类和电器设备类。

具体详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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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847/20 玩具类 芬兰 黏土玩具
Nick鄄

elodeon 化学危害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3 禁止销售

A12/00864/20 玩具类 芬兰 黏土玩具 Orb Slimy 化学危害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3 禁止销售

A12/00866/20 烟火

物品类
比利时 烟火 Tristar SD 烧伤

烟火指令曰 EN
15947 召回

A12/00847/20 玩具类 芬兰 黏土玩具
Nick鄄

elodeon 化学危害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3 禁止销售

A12/00864/20 玩具类 芬兰 黏土玩具 Orb Slimy 化学危害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3 禁止销售

A12/00865/20 玩具类 德国
带配件的

塑料娃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0868/20 化妆品类 捷克 香水
Beautiful
Parfum 化学危害 化妆品法规 撤出市场

A12/00869/20 化妆品类 捷克 香水 未知 化学危害 化妆品法规 撤出市场

A12/00860/20 日用电器

与设备类
英国 剃须刀 Kemei 触电

低电压指令曰
BS 1363 撤出市场

INFO/00070/
20

日用电器

与设备类
意大利 转换头 maxexcell 触电 CEI 23-50 其他

A12/00859/20 激光笔类 法国 激光笔 TRUST 损伤视力

欧盟新无线设备

指令曰 EN
60825-1

召回曰
撤出市场

A12/00857/20 机械类 机械类
车辆

升降机
Launch 受伤

机械指令曰 EN
1493 召回

A12/00866/20 烟火

物品类
比利时 烟火 Tristar SD 烧伤

烟火指令曰 EN
15947 召回

A12/00865/20 玩具类 德国
带配件的

塑料娃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0868/20 化妆品类 捷克 香水
Beautiful
Parfum 化学危害 化妆品法规 撤出市场

A12/00869/20 化妆品类 捷克 香水 未知 化学危害 化妆品法规 撤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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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中可以看出，看出本周被通报

的有 6类产品，分别被采取了不同的通报

措施，主要有召回、撤出市场、禁止销售、

其他。其中：

激光笔类被通报 1项；主要原因是存

在视力受损的危害，违反了无线电设备指

令、EN 60825-1激光产品的安全。第 1部

分：设备分类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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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1493

车辆升降机。

烟火物品类被通报 1项；主要原因是存

在烧伤的危害，违反了烟火指令、EN 15947

烟火制品。烟火，分类 F1，F2和 F3。

玩具类被通报 3项；主要原因是存在

化学危害的危害，违反了玩具安全指令、

EN 71-3玩具安全第 3部分:特定元素的迁

移、REACH法规。

玩具类被通报 9项；主要原因是存在

化学危害、窒息、受伤的危害，违反了玩

具安全指令、EN 71-1玩具安全 第 1部分

机械性能和物理性能、EN 62115电动玩具

的安全性、REACH法规。

化妆品类被通报 2项；主要原因是存

在化学危害的危害，违反了化妆品法规。

电器设备类被通报 2项；主要原因是

存在触电的危害，违反了低电压指令、BS

1363 13 A插头、电源插座、适配器和连接

装置、CEI 23-50意大利插头标准。

特别关注

2020年 5月 29日，欧盟发布了（EU）

2020/714号实施条例，对（EU） 2020/466

号条例（新冠疫情期间官方控制临时措施

实施条例）进行修订。修订的主要内容包

括：

(1)修订了可以豁免进口货物官方证书

或证明的控制和检查活动的情况

(2)检查机构在开展官方控制和检查活

动时，应考虑到相关动物和动物产品不符

合欧盟规定的风险，以及经营者本身及其

产品在过往官方控制和检查活动中的合规

情况

(3)将条例适用期延长至 2020年 8月 1

日

*该条例于 2020年 6月 2日起生效。

（来源：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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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860/20 日用电器

与设备类
英国 剃须刀 Kemei 触电

低电压指令曰
BS 1363 撤出市场

INFO/00070/
20

日用电器

与设备类
意大利 转换头 maxexcell 触电 CEI 23-5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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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专题

习近平向“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级别视频会议发表书面致辞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

于 6月 18日在北京成功举行。国家主席习

近平向会议发表书面致辞。

习近平指出，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给

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威

胁，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一些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面临严重困难。

为应对疫情，各国立足自身国情，采取有

力防控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很多国家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正努力恢复经济

社会发展。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愿努力为全球尽早战胜疫情、促进世界经

济恢复作出贡献。

习近平指出，疫情给我们带来一系列

深刻启示。各国命运紧密相连，人类是同

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无论是应对疫情，

还是恢复经济，都要走团结合作之路，都

应坚持多边主义。促进互联互通、坚持开

放包容，是应对全球性危机和实现长远发

展的必由之路，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

坚持互利共赢。我们愿同合作伙伴一道，

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团结应对挑战的合

作之路、维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

促进经济社会恢复的复苏之路、释放发展

潜力的增长之路。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次会议由中国外交部、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卫生健康委共同举办，主题为

“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携手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25个国家的外长或部长级官

员及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联合国副秘

书长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施泰纳与会，

会议发表了联合声明。

（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一带一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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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 EN 62552《家用制冷器

具—特征和试验方法》系列标准

在生态设计和能效标识领域，欧洲

标准化委员会 （CEN）和欧洲电工标准化

委员会 （CENELEC） 根据生态框架指令

（2009/125/EC）和欧盟能效标识框架法规

（2017/1369）中提出的产品测量要求，制

定了欧洲标准，为各种能源相关产品的能

效测量提供专用方法。

特别是有些特性对家用电器或用户感

兴 趣的商 用电 器的 性能至 关 重要 ，

CENELEC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性能技术

委员会（CLC/TC 59X）为此专门制定了特性

测量方法相关欧洲标准，该技术委员会的

秘书处现由德国电工委员会（DKE）承担。

2019年，欧盟委员会采用了对家用制

冷设备等能源相关产品组在生态设计和能

源标识方面的新要求，包括测定产品能耗

的新方法、发布准确的测试结果及评估产

品性能以反映出真实的使用状况。鉴于此，

CENELEC家用和类似用途制冷设备的性能

工作组（CLC/TC 59X/WG 08）修订了 EN

62552:2013《家用制冷设备—特性和试验

方法》系列标准，如下所示：

1. EN 62552-1:2020《家用制冷设备—

特性和试验方法第 1部分：一般要求》；

2. EN 62552-2:2020《家用制冷设备—

特性和试验方法第 2部分：性能要求》；

3. EN 62552-3:2020《家用制冷设

备—特性和试验方法第 3部分：能耗和体

积》。

以上标准采纳了 IEC家用和类似用途

电器技术委员会制定的三项标准 IEC

62552-1:2015、IEC 62552-2:2015 和 IEC

62552-3:2015 中的内容，并根据 CLC/TC

59X的通用要求进行修订，以吸纳其他地

区的标准应用经验。其目的在于改进相关

定义，避免内容模糊或歧义，并将家用制

冷设备在生态设计和能源标识方面的新要

求加入标准中。

有了这些新标准，用户将可享用适用

于更广泛环境温度范围的制冷设备。此外，

标准还规定了一系列不同的贮藏室类型，

以响应市场需求为用户提供具有多个贮藏

区或温度区的制冷设备，而不只是仅有一

个冷藏或冷冻室。

（来源：官网）

电池驱动工具、园林工具和其它

机械类产品 EK9决议更新

德国国家技术安全委员中心 ZLS 在

2020年 5月 15日对之前 3月 9号发布的

EK9-BE-91（V3）进行了更新，更新后变

更 为 两 份 决 议 EK9-BE-91（V4） 与

EK9-BE-101。新决议适用范围：在机械

指令下，标识有 GS标志的电池驱动的电动

工具、园林工具和其它机械类产品。此次

修订，进一步明确了 GS认证对电池充电系

统（BMS）的要求。

一带一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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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9-BE-91 (v4)

该决议属于 B类决议，自发布之日起

执行，6个月之内如果没有按照该决议进行

补充评估，现有 GS证书将被吊销。

决议具体内容：

充电器符合 EN 60335-2-29；

镍电池芯和电池包都符合 IEC/EN

62133-1；

锂电池芯和电池包都符合 IEC/EN

62133-2；

如果电池包按照 EN 62841-1 附录 K

考 核 ， 仅 电 池 芯 需 要 符 合 IEC/EN

62133-1/-2。

注意：旧版本 EN 62133：2013 已经

在 2020-03-14失效。

EK9-BE-101

该决议属于 C类决议，自发布之日起，

最晚 3个月之后开始执行，新发证产品必

须满足此决议。现有 GS认证产品不需要进

行补充评估。

决议具体内容：

充电器符合 EN 60335-2-29；

锂电池芯符合 IEC/EN 62133-2；

电池 管理系 统 （BMS） 按照 EN

62841-1 的附录 K 考核，另外 BMS 系统

必须包含下述监测：

电芯温度（高 /低）；

电芯电压（高 /低）；

电芯电流 (高)。

上述监测电路的性能等级满足 PL=c，

相关电子线路硬件按照 ISO 13849-1进行

评估，软件按照 EN 60730-1附录 H 进行

评估。

上述两个 EK9决议将全面影响电池类

工具、园林工具、机械产品 GS 认证和出

口，请尽快联系 Intertek 当地销售和技术

人员，我们将尽快为您提供技术支持。

GS认证以德国产品安全法为依据，按

照欧盟统一标准 EN 或德国工业标准 DIN

进行检测的一种自愿性认证，是欧洲市场

公认的德国安全认证标志。只有经过德国

认证委员会 ZLS 认可的德国认证机构才能

发放 GS标志，其名称必需与 GS标志同时

出现。Intertek集团在德国创办的测试认证

机构 Intertek Deutschland GmbH 便是经

ZLS 所认可的独立测试认证机构。作为全

球领先的全面质量保障服务机构，Intertek

始终以专业、精准、快速、热情的全面质

量保障服务，为客户制胜市场保驾护航。

（来源：浙江省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信

息服务平台）

欧盟发布苄氯酚杀菌剂使用新

规定

6 月 3 日 ， 欧 洲 委 员 会 发 布 了

G/TBT/N/EU/722号通报“委员会执行决定

草案，不批准将苄氯酚作为现有活性物质

用于产品类型 -2的杀菌产品”。措施拟批

准日期为 2020 年 9 月，拟生效日期为自

《欧盟官方公报》刊登之日起 20天。通报

一带一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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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期为自通报之日起 60天。

背景资料：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2012年 5月 22日

第（EU） 528/2012号条例，规定了在市场

上出售和使用的杀生物产品。其中附录 V

“生物杀菌剂产品类型及其描述”中对产品

类型 -2的杀菌产品给出了明确的定义

“产品类型 -2：不直接用于人或动物

的消毒剂和杀藻剂

用于表面、材料、设备和家具消毒的

产品，不用于直接接触食品或饲料。

使用区域除其他外包括游泳池、水族

馆、洗澡和其他水域；空调系统；以及私

人、公共和工业区域以及其他从事专业活

动的区域中的墙壁和地板。

用于空气、非人类或动物消费的水、

化学厕所、废水、医院废物和土壤消毒的

产品。

产品用作除藻剂，用于处理游泳池、

水族馆和其他水域以及用于建筑材料的补

救处理。

过去用于纺织品、薄纸、口罩、油漆

和其他物品或材料中的产品，目的是生产

具有消毒性能的处理过的物品”。

化学物质介绍：

苄氯酚（Chlorophene, CP），又名 4-

氯 -2- 苄基氯酚，是卤代酚类化合物。

CAS 号 ： 120-32-1， 分 子 式 ：

C13H11ClO,分子量：218.68。苄氯酚的用

途广泛不仅用于个人护理和家具清洁产品

中而且也可以用作游泳池清洁剂和池塘杂

草控制剂，因此苄氯酚不可避免地会被排

放到环境中。苄氯酚分子结构玉氯酚类化

合物及其相似，对动物有致癌，致畸作用。

温馨提示:

对于出口苄氯酚的企业，在进入欧盟

市场的时候需关注欧盟化学品法规，避免

由于技术性贸易措施造成的不必要损失。

（来源：浙江省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信

息服务平台）

欧盟修订新冠疫情期间官方控制

临时措施实施条例

2020 年 5 月 29 日，欧盟发布条例

(EU) 2020/714，修订(EU) 2020/466新冠疫

情期间官方控制临时措施实施条例。修订

的主要内容包括：

（1）修订了可以豁免进口货物官方证

书或证明的控制和检查活动的情况；

（2）检查机构在开展官方控制和检查

活动时，应考虑到相关动物和动物产品不

符合欧盟规定的风险，以及经营者本身及

其产品在过往官方控制和检查活动中的合

规情况；

（3）将条例适用期延长至 2020年 8月

1日。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第三天生效，自

2020年 6月 2日起实施。

（来源：浙江省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信

息服务平台）

一带一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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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冠肺炎这样一种新型传染病的

挑战，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已

深刻体会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金砖成员国只有展示互信，

加强合作，携手战疫，从金砖国家战略伙

伴关系的高度出发，才能最有效为金砖各

国人民的健康、安全和福祉提供切实保障，

避免对金砖国家合作的大局造成不必要的

次生影响，进一步巩固金砖国家命运共同

体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一，共同应对传染性疾病对公共卫

生造成的挑战一直是金砖国家合作的共识

和重要领域，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金

砖国家落实公共卫生合作承诺的必然要求

和直接体现。早在 2011年 7月于北京召开

的首届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议期间，五国

就共同探讨了应对传染和非传染性疾病等

公共卫生安全议题。金砖国家领导人在

2012年德里峰会期间明确表示，多数金砖

国家都面临着卫生服务普及、公共卫生开

支不断增加、传染和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

不断上升等相似的公共卫生难题，必须以

机制化、最有效、公平和可持续的方式来

应对这些共同挑战。2015年召开的金砖国

家领导人乌法峰会全面深入地研讨了应对

传染病等公共卫生挑战议题，五国领导人

对传染病和非传染病导致全球威胁不断上

升并呈现多样化表示关切，金砖国家要充

分利用在抗击传染病方面的丰富经验，加

强相互之间及金砖国家同联合国和世界卫

生组织等有关国际组织的协调配合，并承

诺要管理新型流行病潜在传染风险、限制

并消除阻碍发展的传染病、更好地预防和

治疗传染病，从公共卫生角度为全球卫生

安全作出共同及各自的贡献。南非在担任

2018年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期间，将疫苗

研发领域合作确定为领导人会晤的重点议

题之一，体现出对金砖国家共同应对传染

病和加强疫苗研发合作的高度重视，五国

领导人一致表示欢迎建立金砖国家疫苗研

金砖五国

金砖国家在战疫中共建命运共同体

金砖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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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中心，还强调了联合国大会预防和控制

非传染性疾病第三次高级别会议的重要性。

第二，金砖国家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的合作有着良好的开端，应该继续秉持

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与

相互合作。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金

砖成员国领导人和政府先后以多种方式表

达对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支持，给中

国人民送来了国际社会的理解与帮助。巴

西总统博索纳罗、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

总理莫迪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等金砖国家

领导人以信函、访谈等多种方式向中国政

府和人民转达慰问和支持。南非执政党非

国大连续发表声明，高度赞赏中国抗疫体

现出对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健康安全及国际

公共卫生事业的担当。金砖各国向中国运

来口罩、防护手套、输液泵等疫情防控物

资和紧急医疗物资，及时提供与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相关的人道主义援助。中国政府

在抗击疫情的繁忙工作之时，不仅为金砖

国家从武汉地区撤回侨民提供帮助，并与

相关国家加强沟通和协作，保障各金砖国

家在华留学生和公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同样，在各国都开始面临防控疫情更

大压力时，金砖国家也应从命运共同体的

角度出发，为在本国旅行、求学、工作和

生活的中国公民提供相应的保障与合情合

理的便利措施。

第三，金砖国家已经将包括公共卫生

在内的人文交流确定为重要的合作支柱，

五国的民心相通也伴随着快速增加的人员

往来得到进一步加强。自 2017年厦门会晤

以来，金砖国家已经确立了政治安全、经

贸财金、人文交流“三轮驱动”的合作模

式，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

作架构。五国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正是

推进金砖国家人文交流的要求，也充分反

映了卫生、科技、教育、文化等人文交流

领域在金砖国家合作大厦中的重要地位。

这也是金砖国家始终坚持合作导向，以增

进金砖各国和世界人民的福祉为使命的生

动体现。正是金砖国家人民在相互之间开

展的日益广泛的交往交流，奠定了金砖合

作愈加扎实的基础，人民之间的直接交流

和民心相通，不会被疫情所阻遏。金砖各

成员国携手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共同发出

积极、正面、建设性的声音，才能体现和

进一步筑牢金砖国家多年来一直坚定遵循

的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精神，才有助于

尽快在金砖各成员国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战役的彻底胜利，夯实金砖国家战略伙

伴关系和命运共同体共识。

第四，金砖国家加强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合作有助于促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增强反对将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政治化的力

量，捍卫多边主义原则在全球治理中的有

效性和基础地位，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建设

性改革。金砖国家应该坚持并呼吁国际社

会在防控疫情中采取有效、专业但适度的

措施，反对作出过度反应，要防止偏见所

造成的歧视。金砖国家都不同程度遭遇过

传染和非传染性疾病的挑战，21世纪以来

金砖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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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和地区范围造成巨大破坏和恐慌的

非典肺炎、寨卡病毒、埃博拉病毒、禽流

感等疫情让各国感同身受，也让金砖国家

在防控重大传染和非传染性疾病疫情的国

际合作中对于坚持专业性、科学性原则和

人道主义精神有了深刻认识。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全球努力中，金砖国家应该作

出表率、树立典范，并共同呼吁国际社会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框架下加强合作，基于

多边主义的原则协作应对疫情，分享最佳

实践，支持各国就威胁国际和地区公共卫

生安全的传染病加强科研合作。

金砖国家人口约 32亿，占全世界总人

口的近 42%，金砖国家的疫情防控在全球

抗击新冠肺炎的努力中居于突出位置。金

砖国家人民健康，近半数的全球人口就实

现了健康；金砖国家人民的生命安全得到

保障，近半数的全球人口就有了生命安全

的保障。在全球过半数国家和地区都开始

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并呈现进一步扩散局面

的情况下，金砖国家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并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原则在世界公共

卫生事业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中的核

心地位，既能够彰显“开放包容合作共赢”

的金砖精神，成为五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具体实践，又是金砖国家推动各

国共同构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

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不

懈努力。

（来源：官网）

南非实施电子植物检疫证书措施

2020年 5月 6日，南非向WTO 通报

指令草案 G/SPS/N/ZAF/68，实施电子植物

检疫证书措施

2020年 4月，南非国家植物保护组织

（NPPOZA）签发电子植物检疫证书，过程

中使用电子图章和签名。植物检疫证书包

含：南非国徽、二维码、植物检疫证书编

号、条形码，可以打印在普通白色 A4 纸

上，并按照 ISPM1指南进行签名。南非新

的植物检疫证书编号以“NPPO-ZA/年份 /

月份 /编号”开头，具有防伪功能。

（来源：浙江省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信

息服务平台）

印度插座认证标准即将生效

2019 年 12 月 4 日，印度标准局

（BIS）发布了一个关于插脚和插座必须满

足 IS 1293标准要求的通知：

1.该法规（通知）生效日期为 2020年

6月 1日；

2. 目前使用的插脚标准版本是 IS

1293:2005；

3. 2020年 7月 25日之后该标准版本

将会更新为 IS 1293:2019；

4. 2020 年 7 月 25 日之后，BIS 不再

接受使用旧标准版本 IS 1293:2005进行注

册。

（来源：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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