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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简报

2021版玩具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

实施细则发布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 2021年 5月

13日发布了关于玩具等 62种产品质量国

家监督抽查实施细则，供各地监管部门在

开展监督抽查工作时参照执行，旧版产品

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玩具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21年版）主要内容如下：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

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

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 3 个，其中 2

个作为检验样品，1个作为备用样品。

2.检验依据

●GB 6675.1-2014 玩具安全 第 1 部

分：基本规范

●GB 6675.2-2014 玩具安全 第 2 部

分：机械与物理性能

●GB 6675.3-2014 玩具安全 第 3 部

分：易燃性能

●GB 6675.4-2014 玩具安全 第 4 部

分：特定元素的迁移

●GB/T 22048-2015 玩具及儿童用品

中特定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的测定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

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

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

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

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6675.1-2014 玩具安全 第 1 部

分：基本规范

●GB 6675.2-2014 玩具安全 第 2 部

分：机械与物理性能

●GB 6675.3-2014 玩具安全 第 3 部

分：易燃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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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6675.4-2014 玩具安全 第 4 部

分：特定元素的迁移

●GB/T 22048-2015 玩具及儿童用品

中特定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的测定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

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

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

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

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

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

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

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

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

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

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

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

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

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

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

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4.附则

本细则首次发布。（来源：倍科）

《运动防护用品针织类基本技术要求》

国家标准解读

标准制定背景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体

育强国的理念深入人心，各种形式的体育

运动蓬勃发展。伴随加工工艺、纺织材料

的不断推陈出新，许多生产加工运动防护

用品的企业及消费者反馈，原有的 GB/T

28968—2013《运动防护用品 针织类基本

技术要求》已经无法满足现今针织运动护

具产品的需求。而与时俱进的针织类运动

防护用品基本技术要求标准对推动我国运

动防护用品产业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因

此，通过修订原标准，出台一个可以包含

儿童、成人等多年龄段的针织运动护具基

本技术要求的标准，可以促进相关运动护

具生产企业的产品质量提升，同时，满足

消费者对针织类运动防护用品的要求。

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以“技术先进、符合国情”为

原则，参考国外相关标准资料和国内运动

护具生产企业的生产、实际检测技术水平，

科学合理地选取评价项目并确定评价指标。

技术内容在 GB/T 29868—2013《运动防护

用品 针织类基本技术要求》的基础上，横

向参考 FZ/T 74001—2013《纺织品 针织运

动护具》等标准，使针织类运动防护用品

的评价指标体系更趋于完善，内容更加充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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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增加了针对儿童产品的考

核项目和技术要求，包括耐湿摩擦色牢度、

附件尖端和边缘的锐利性、金属针锐利物

等项目；同时调整了拉伸弹性回复率的检

测方法，确定了回程速度、反复拉伸次数，

使试验测试更能模拟消费者日常佩戴使用

护具时的拉伸情况；从试验操作的角度出

发，根据试样是否具有松紧口，规定了拉

伸回复率试验的试样夹持部位，使得试验

更加合理。

标准实施意义

随着企业生产水平和人们运动防护意

识的提升，运动防护用品的质量一再受到

重视，消费者在进行选购的过程中也更注

重该类产品的安全性。《运动防护用品 针

织类基本技术要求》标准的修订与出台，

对引导相关生产企业提高产品质量、规范

行业生产、保护消费者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摘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本标准按照针织运动防护用品的特点

及使用者年龄修订相关指标，标准中的技

术指标水平与国际及国外相关标准基本接

轨，对于针织运动护具生产加工工艺提升、

产品质量提升均具有积极作用。

浙江启动 2021年“浙”里有“援”

外经贸法律服务月

5 月 18 日，由浙江省商务厅主办的

2021年贸易救济工作会议暨“浙”里有“援”

外经贸法律服务月启动仪式在嘉兴举行。

会上，省商务厅通报了 2020年度浙江

省对外贸易预警点年度考核结果，对浙江

省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外贸易预警点等 31个

考核优秀预警点进行了表彰。会议指出，

2020年度优秀预警点在服务企业，减少贸

易摩擦以及推动贸易便利化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希望优秀预警点能充分发挥带头

引领作用，在扎实推进预警点建设和工作

机制完善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创新，为推

动我省对外贸易预警工作再上一个台阶多

多出力。

来自商务部、省商务厅、中国纺织品

进出口商会、嘉兴市人民政府、各地市商

务局、省级对外贸易预警点、律师团代表

近 100人参会。

我省成功运用WTO贸易规则破解

美国热水器技术性贸易壁垒

2021 年 1 月美国能源部 （DOE） 在

《联邦公报》发布申明称，撤销美国能源部

关于住宅炉和商用热水器的建议，不会修

改该国与节能标准有关的任何现有法规。

意味着我省于 2020年 11月主导提出的关

于美国热水器能效技术法规的通报评议意

见和特别贸易关注议题获美方采纳，切实保

护我国热水器行业在美国市场的合法权益。

2020 年 10 月 19 日，美国能源部

（DOE）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办公室发布

G/TBT/N/USA/1655号关于“家电标准的节

能计划：住宅炉和商用热水器的节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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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报，提出对热水器采用更加复杂的能

效等级结构划分，不符合能效要求的产品

将不能进入美国市场。根据中国海关统计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快热式热水器（HS

841911）出口美国贸易金额超 1.25亿元人

民币，其中，浙江快热式热水器出口美国

金额约 400万元人民币。而我国生产的热

水器中非冷凝技术的热水器市场占比约

50%，一旦美国实施严苛的能效标准要求，

我国将有一半的热水器产品无缘美国市场，

严重影响了我国热水器行业发展。

针对美国发布的热水器 WTO/TBT 通

报，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第一时间组织行

业专家、企业代表等开展了 TBT通报评议，

向WTO/TBT国家通报咨询中心提交美国热

水器测试方法应采用国际标准、撤销复杂

的能效等级结构划分等 3条通报评议意见。

同时，利用WTO/TBT委员会第 84次例会

机会提交了 G/TBT/N/USA/1655 号通报特

别贸易关注议题，与美方进行双边磋商。

此次我省成功利用国际贸易规则破解

美国热水器技术性贸易壁垒，切切实实为

我国热水器企业解决了出口难题，很好地

保护了我国热水器行业正当利益，杭州康

泉热水器有限公司也对我省开展的技术性

贸易措施应对工作给与了高度评价和感谢。

未来我省在做好技术性贸易措施预警、通

报评议、特贸关注的基础上，将继续拓展

技术性贸易措施专题领域的研究，在“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更好地利用国际贸

易规则来维护产业发展的合法权益，努力

推动相关产业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整

体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我省 7家生产企业主动召回

57.8万余件缺陷消费品

近期，我省浙江贝莱氏婴童用品股份

有限公司、永康市神盾贸易有限公司、浙

江希尔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等 7家企业积极

履行消费品召回主体责任，陆续向省市场

监管局主动提交召回计划，决定对其生产

的共计 578644件（套）存在安全隐患的儿

童坐便器、游戏围栏、竹纤维餐具等消费

品实施主动召回，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和

健康安全。

2021年一季度，省市场监管局根据监

测到的消费品风险信息，组织浙江省产品

质量安全科学研究院，以儿童坐便器、游

戏围栏、竹纤维餐具等产品为重点开展了

缺陷风险分析。经分析发现，我省部分企

业生产的儿童坐便器、游戏围栏、竹纤维

餐具等消费品不符合安全要求，涉嫌存在

缺陷。省市场监管局依据《消费品召回管

理暂行规定》，组织浙江省产品质量安全科

学研究院对所涉企业开展缺陷调查。

经调查及确认，我省 7 家企业生产的

578644件（套）消费品存在缺陷。主要存

在以下缺陷问题：

（1）儿童坐便器产品“底座与地面接

触面”项目不符合安全要求。产品底座与

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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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接触面太小，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因儿

童用力不均导致倾斜摔倒，造成伤害。

（2） 游戏围栏产品“脚踏点安全高

度”、“空隙”项目不符合安全要求。产品

的脚踏点离围栏最高点安全高度不够，在

使用过程中容易导致儿童摔倒，造成伤害；

产品空隙项目不符合安全要求，使用时容

易夹伤儿童的四肢，造成伤害。

（3） 竹纤维餐具的“三聚氰胺含量”

项目不符合安全要求。产品中的三聚氰胺

含量超标，使用时过量的三聚氰胺可能会

迁移到食物中随食物一起进入人体，造成

伤害。

（4）课桌椅产品“无遮盖孔洞”项目

不符合安全要求。课桌椅表面存在

5-25mm大小无遮盖的孔洞，可能导致学

生手指被卡或割伤，造成伤害。

本次 7 家企业主动召回的详细信息，

消费者可登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

产品管理中心网站（http:// www.dpac.org.

cn）或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http:

//zjamr.zj.gov.cn） 及浙江省缺陷产品召回

信息网 （http://www.zjdpac.com） 进行查

询。

生产企业或经销商也将通过网络、公

告等方式向社会公示召回信息及具体召回

措施。消费者可直接与当地经销商或生产

厂家联系，也可登录浙江省缺陷产品召回

信息网或拨打浙江省缺陷产品技术评价中

心热线电话 0571-85027636了解和反映问

题。同时，省市场监管局还提醒消费者近

期关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

理中心网站及时了解省外其他生产企业产

品召回信息，如发现本地市场有销售或已

购买，可直接与本地经销商或生产厂家联

系，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9799616

反映问题或提供缺陷线索。

缺陷产品召回是企业主动落实质量安

全主体责任、提升品牌信誉的重要途径，

省市场监管局在此要求我省消费品生产企

业要以对消费者高度负责的态度，依法履

行缺陷产品召回义务，主动消除安全隐患。

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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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TBT|2021年第 16-20周重点WTO/TBT通报 渊4.19-5.16冤

专题发布

专题发布

序号 通报号 通报标题 国家 发布日期

1 G/TBT/N/BRA/344/Add.5 公众咨询———《光伏发电设备合格评定要求》 巴西 4.19

2 G/TBT/N/BRA/474/Add.7 婴儿车的技术质量法规和合格评定要求———合并 巴西 4.19

3 G/TBT/N/BRA/512/Add.5
儿童餐椅的技术质量规定和合格评定要求———

合并
巴西 4.19

4 G/TBT/N/BRA/581/Add.2
单体塑料椅技术质量规程及合格评定要求———

合并
巴西 4.19

5 G/TBT/N/ISR/1196
SI 562第 3部分———玩具的安全：某些化学元

素的迁移(5页，英文)
以色列 4.19

6 G/TBT/N/ISR/1200 SI 139———洗手液(13页，希伯来文) 以色列 4.19

7 G/TBT/N/IDN/133

印度尼西亚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2019 年第

20号关于食品包装的条例(172页，印度尼西亚

文)

印尼 4.19

8 G/TBT/N/RUS/114
海关联盟技术条例“肉和肉制品安全”修正案草

案(CU TR 034/2013)(1页，俄文)
俄罗斯 4.19

9 G/TBT/N/RUS/115
海关联盟技术条例“香水和化妆品产品安全”第

3号修正案草案(CU TR 009/2011)(37页，俄文)
俄罗斯 4.19

10 G/TBT/N/USA/970/Add.4 能源节约计划：便携式空调的测试程序 美国 4.19

11 G/TBT/N/USA/980/Add.3 能源节约计划：泵的测试程序 美国 4.19

12 G/TBT/N/USA/1718
能源节约计划：直接加热设备的测试程序 (23

页，英文)
美国 4.1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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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G/TBT/N/THA/605

关于家用和类似电器的部长条例草案：安全 -

第 2-32 部分：对按摩器具的特殊要求 （TIS

60335-2(32):2564(2021)） （21页，泰文）

泰国 4.20

14
G/TBT/N/THA/606

关于家用和类似电器的部级法规草案：安全 -

第 2-65部分：空气净化设备的特殊要求（TIS

60335-2(65):2564(2021)） （13页，泰文）

泰国 4.20

15 G/TBT/N/THA/607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组件部级条例草案：第

3部分：供普通人操作的配电板（DBO） （TIS

1436-3:2564(2021)） （24页，泰语）

泰国 4.20

16 G/TBT/N/UKR/189

乌克兰经济、贸易和农业发展部命令草案“关于

对限制因在建筑和轮式车辆维修中使用有机溶剂

而产生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的技术法规的修

正”（10页，乌克兰文）

乌克兰 4.20

17 G/TBT/N/USA/1722 清洁里程标准条例（8页，英文） 美国 4.20

18 G/TBT/N/USA/1723 聚苯乙烯的使用(5页，英文) 美国 4.21

19
G/TBT/N/USA/1606/Add.

1

人类对射频电磁场的暴露和对 FCC射频暴露限

制和政策的重新评估
美国 4.21

20 G/TBT/N/IND/44/Add.10
电子和信息技术产品 （强制注册要求） 命令，

2012年已由电子部通知
印度 4.22

21 G/TBT/N/IND/201
丙烯腈 -丁二烯 -苯乙烯（ABS） （质量控制）

令, 2021（1页，英文）
印度 4.22

22 G/TBT/N/IND/202
二氯化乙烯（质量控制）命令，2021年（1页，

英文）
印度 4.22

23 G/TBT/N/IND/203 聚碳酸酯（质量控制）令, 2021 (1页,英文) 印度 4.22

24 G/TBT/N/IND/204 聚氨酯（质量控制）令, 2021（1页，英文） 印度 4.22

25 G/TBT/N/IND/205
氯乙烯单体（质量控制）命令，2021（1页，英

文）
印度 4.22

26 G/TBT/N/IND/206 2021年对二甲苯（质量控制）指令（1页，英文） 印度 4.22

27 G/TBT/N/RUS/116
海关联盟技术条例“食品标签”第 4号修正案草

案（21页，俄文）
俄罗斯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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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G/TBT/N/EU/797

修订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

许可和限制（REACH） 的第 1907/2006 号条例

（EC）附件十七的委员会条例草案，涉及致癌、

诱变或生殖毒性物质（CMR） （4页，英文；3

页，英文）

欧盟 4.23

29 G/TBT/N/EU/798

欧盟委员会授权条例草案（EU） ....../......修订欧

洲议会和理事会第 2018/848号条例，涉及对有

能力在第三国进行有机产品控制的控制当局和控

制机构的认可标准，以及撤销其认可（7页，英

文）

欧盟 4.26

30 G/TBT/N/EU/799

欧盟委员会授权条例草案（EU） .../...，补充欧洲

议会和理事会（EU） 2018/848号条例的程序要

求，承认有能力对第三国的有机认证经营者和经

营者群体以及有机产品进行控制的控制当局和控

制机构，并对这些控制当局和控制机构的监督、

控制和其他行动作出规定（32页，英文；14页，

英文）

欧盟 4.26

31 G/TBT/N/KOR/963
关于鼓励开发和紧急分配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的

医疗对策法的执行令（25页，韩文）
韩国 4.26

32 G/TBT/N/VNM/192

修改和补充政府第 43/2017/ND-CP 号法令中关

于商品标签的若干条款的法令草案（6页，越南

文）

越南 4.26

33 G/TBT/N/BRA/1167
第 1042号公众咨询，2021年 4月 8日（9页，

葡萄牙语）
巴西 4.27

34 G/TBT/N/BRA/1169
第 1040号公众咨询，2021年 4月 8日（5页，

葡萄牙语）
巴西 4.27

35 G/TBT/N/BRA/1171
第 1037号公众咨询，2021年 4月 8日（24页，

葡萄牙文）
巴西 4.27

36 G/TBT/N/PHL/223/Add.2

2020年部门行政命令（DAO） 20-10系列：关

于屋面用热浸金属镀层和预涂镀锌钢板强制性产

品认证的新技术规定

菲律宾 4.27

37 G/TBT/N/PHL/225/Add.2
2020年第 20-09号部门行政命令（DAO） -关

于陶瓷砖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新技术规定
菲律宾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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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G/TBT/N/CAN/639
修正意向的通知：处方药清单（PDL）：甲苯咪

唑（Dipyrone） （1页，有英文和法文版本）
加拿大 4.28

39 G/TBT/N/JPN/698 对《无线电设备管理条例》的部分修订(1页，英文) 日本 4.28

40 G/TBT/N/SAU/1128/Rev.1
家用和类似电器 -安全 -第 2-21部分：储水式

热水器的特别要求（5页，英文）
沙特 4.29

41 G/TBT/N/SAU/1188
照明产品的能源效率、功能和标签要求第 1部分

（9页，英文）
沙特 4.29

42 G/TBT/N/SAU/1189
照明产品的能源效率、功能和标签要求第 2部分

（13页，英文）
沙特 4.29

43 G/TBT/N/SAU/1190
照明产品的能源效率功能和标签要求 --第 3部

分：街道照明（3页，英文）
沙特 4.29

44 G/TBT/N/ZAF/246/Add.1 设备授权条例 南非 4.29

45 G/TBT/N/AUS/129
审查弹射玩具的强制性安全标准———咨询文件

（4页） (11页，英文)
澳大利亚 4.30

46 G/TBT/N/CHL/551

根据环境部 2012年第 43号最高法令修订的排放

标准草案，建立光污染监管的排放标准（16页，

西班牙语）

智利 4.30

47 G/TBT/N/RUS/117
草药物质和草药产品稳定性测试要求草案（7页，

俄文）
俄罗斯 4.30

48 G/TBT/N/RUS/118
欧亚经济联盟生物医药产品调查规则修正草案

(156页,俄文)
俄罗斯 4.30

49 G/TBT/N/SAU/1174/Add.1
SASO 2884:2017/AMD4:2021-热水器 -能源性

能要求和标签
沙特 4.30

50 G/TBT/N/CAN/451/Add.2
修订食品和药品法规的条例（营养标签，其他标

签规定和食品颜色）
加拿大 5.3

51 G/TBT/N/NZL/105 讨论文件：建筑系统改革（127页，英文） 新西兰 5.3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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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G/TBT/N/SAU/1191 电线延长器的安全要求 230 V/13 (16页,英文) 沙特 5.3

53 G/TBT/N/USA/1591/Add.1 关于某些化学物质的重大新用途规则(20-3.B) 美国 5.3

54 G/TBT/N/USA/1728
某些化学物质的重大新用途规则（21-2.B） （6

页，英文）
美国 5.3

55 G/TBT/N/CAN/641

意向通知 NOI2021-01, 意向通知：根据害虫控

制产品法案，对某些紫外线辐射装置和臭氧产生

装置进行监管的临时命令（2页，有英文和法文

版本）

加拿大 5.6

56 G/TBT/N/PER/131
技术文件：“可重复使用的社区用纺织面罩制造

指南”(32页，西班牙文)
秘鲁 5.6

57 G/TBT/N/UKR/190
乌克兰能源部命令草案“关于批准能源消费产品

能源标签的技术规定”（14页，乌克兰文）
乌克兰 5.6

58 G/TBT/N/UKR/191
乌克兰内阁决议草案“关于批准固体燃料锅炉生

态设计要求的技术条例”（20页，乌克兰文）
乌克兰 5.6

59 G/TBT/N/USA/934/Add.2 能源节约计划：吊扇灯套件的测试程序 美国 5.6

60 G/TBT/N/USA/980/Add.4 能源节约计划：商业和工业泵的测试程序 美国 5.6

61
G/TBT/N/USA/1058/Rev.

1/Add.1
兼容助听器的手机标准 美国 5.6

62 G/TBT/N/CHE/255
化学品条例修正案（13页，德文；13页，法文；

12页，意大利文）
瑞士 5.11

63 G/TBT/N/IDN/131/Add.1 关于实施清真产品保证的第 __号政府条例草案 印尼 5.11

64 G/TBT/N/JPN/685/Add.1
修订“关于评估化学物质和管理其生产的法律的

执行命令”等
日本 5.11

65 G/TBT/N/THA/613
饮用水塑料容器部级条例草案（TIS 998-2553

(2010)） （22页，泰文）
泰国 5.11

66 G/TBT/N/THA/614
微波炉用塑料食品容器第 1 部分：重新加热

（TIS 2493-2554（2011）） （14页，泰文）
泰国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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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G/TBT/N/THA/615

微波炉用塑料食品容器第 2部分部级法规草案。

用于一次性加热 （TIS 2493-2556（2013））

（15页，泰文）

泰国 5.11

68 G/TBT/N/THA/616

关于与食品接触的氟聚合物涂层器具的部长条例

草案 （TIS 2622-2556（2013）） （15 页，泰

文）

泰国 5.11

69 G/TBT/N/USA/636/Add.1

消费品和某些商业及工业设备的节能计划：建议

将商业和工业风扇、鼓风机和通风橱确定为受保

护设备

美国 5.11

70
G/TBT/N/USA/1062/Add.

6
能源节约计划：吊扇的节能标准；早期评估审查 美国 5.11

71
G/TBT/N/USA/1513/Add.

1
某些化学物质的重大新用途规则（19-1.F） 美国 5.11

72
G/TBT/N/USA/1626/Add.

1

保护平流层臭氧：根据重要的新替代物政策方案

列出替代物
美国 5.11

73 G/TBT/N/USA/1729
能源节约计划：循环泵和小型立式管道泵的测试

程序和节能标准（22页，英文）
美国 5.11

74 G/TBT/N/BRA/165/Add.5
钢筋混凝土结构装甲用钢筋和钢丝的规定 --合

并版
巴西 5.12

75 G/TBT/N/BRA/481/Add.5 成人自行车部件的符合性评估程序 -合并版 巴西 5.12

76 G/TBT/N/PER/131/Add.1
技术文件：“社区使用的可重复使用的纺织面罩

制造指南”
秘鲁 5.12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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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1年第 16周我国产品受 RAPEX通报统计情况

消费品召回 |2021年第 16-19周欧盟

RAPEX对我国出口消费品召回情况

第 16周欧盟 RAPEX通报情况

内容简介院
根据 2021 年第 16 周 RAPEX 预警通

报（4月 23日发布），本周欧盟发布了 47

例产品通报，我国大陆被通报的产品有 12

例，占全部通报的 25.5%，主要涉及服装，

纺织品和时尚用品类、首饰类、儿童用品

类、玩具类、防护设备类和机动车类 6大

类。通报国主要有比利时、波兰、德国、

荷兰、捷克、挪威等，采取措施主要包括

销毁产品、撤出市场、召回、警告消费者

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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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552/21 首饰类 挪威 项链 Star Jewellery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曰 警
告消费者风险

A12/00518/21 儿童

用品类
捷克

儿童安全

门
未知 受伤 EN 1930 撤出市场

A12/00521/21 玩具类 波兰 活动玩具 Gazelo Toys 化学危害
玩具

安全指令

销毁产品曰
撤出市场

A12/00523/21 玩具类 比利时
塑胶玩具

及配件

BG
INTERNA鄄

TIONAL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召回

A12/00533/21
服装袁 纺
织品和时

尚用品类

德国 服装套装 BigLion 化学危害 REACH 召回

A12/00540/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颗粒过滤

面罩
未知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召回曰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0541/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颗粒过滤

面罩

AND
MAGPIE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销毁产品曰 在
线上市场下架

该产品

A12/00531/21 机动车类 波兰 摩托车 Suzuki 受伤 召回

A12/00532/21 玩具类 荷兰 毛绒玩具 Catchi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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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542/21 防护

设备类
荷兰

颗粒过滤

面罩
Highlight 健康危害/

其他袁 窒息
PPE曰

EN 149 召回

A12/00543/21 儿童

用品类
捷克

儿童高椅

套装

4 BABY?
Fashion Red 受伤

通用产品安

全指令曰
EN 14988

撤出市场

A12/00556/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颗粒过滤

面罩
SHUFANG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召回

专题发布

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儿童高椅套装
高脚椅不够稳定袁 很容易向后倾斜遥 使用高脚椅的儿童可能会跌落并受伤遥 不
符合通用产品安全指令和 EN 14988的相关要求遥

服装套装
该产品的叶形吊坠中镉含量超标遥 镉对人体健康有害袁 因为它会在体内蓄积袁
损害肾脏和骨骼袁 并具有致癌性遥 不符合 REACH的相关要求遥

儿童安全门
由于自动锁系统的故障袁 安全门在短时间使用后会意外打开袁 儿童可能会穿过
该开口并掉下楼梯遥 不符合 EN 1930的相关要求遥

塑胶玩具及配件
该产品小部件易脱落袁 儿童可能将其放在嘴里并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项链
项链的延长链镍含量超标袁 镍是强敏化剂袁 如果存在于与皮肤直接长期接触的
物品中袁 会引起过敏反应遥 不符合 REACH的相关要求遥

活动玩具
该产品织物材料含有阻燃剂 TCPP袁 其致癌性和急性毒性可能对儿童有害遥 不符
合玩具安全指令的相关要求遥

颗粒过滤面罩
该产品的有效过滤率不足袁 不符合健康和安全要求遥 不符合个人防护装备法规
和 EN 149的相关要求遥

毛绒玩具
该产品小部件易脱落 渊熊的眼睛冤袁 儿童可能将其放在嘴里并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
安全指令的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摩托车
前灯安装的灯泡不正确袁 可能会在一定速度范围内与发动机的振动产生共鸣袁
可导致前灯灯泡的灯丝断裂袁 前灯可能会熄灭袁 从而增加了发生事故的风险遥

各类产品通报原因如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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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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584/21 玩具类 波兰 伸缩玩具 未知
窒息袁
受伤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曰
销毁产品

A12/00571/21 首饰类 西班牙
可调
银手镯

Parfois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INFO/00103/
21

防护
设备类

爱尔兰
颗粒过滤
面罩

Hope and
Light TM

健康危
害/其他

个人防护装备
法规

销毁产品

A12/00558/21
业余爱好/
运动器材
类

挪威 蓝牙耳机 未知 环境危害 POP 撤出市场

INFO/00102/
21

防护
设备类

罗马尼亚
颗粒过滤
面罩

未知
健康危
害/其他

个人防护
装备法规

拒绝入境

A12/00569/21
业余爱好/
运动器材
类

卢森堡 普拉提球 Schildkr觟t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0570/21
业余爱好/
运动器材
类

卢森堡 体操球 Schildkr觟t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0579/21
服装袁 纺
织品和时
尚用品类

冰岛
儿童
运动衫

未知 窒息
通用产品安全
指令曰 EN

14628
召回

INFO/00104/
21

防护
设备类

意大利
颗粒过滤
面罩

未知
健康危
害/其他

个人防护
装备法规

撤出市场

A12/00582/21 电器
设备类

荷兰 电热水壶 L觟wenthal 受伤袁
火灾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2-

15
召回

表 2 2021年第 17周我国产品受 RAPEX通报统计情况

2021年第 17周欧盟 RAPEX通报情况
内容简介院

根据 2021年第 17周 RAPEX预

警通报（4月 30日发布），本周欧盟发布了

41例产品通报，我国大陆被通报的产品有

22例，占全部通报的 53.7%，主要涉及防

护设备类、业余爱好 /运动器材类、服装，

纺织品和时尚用品类、玩具类、首饰类和

电器设备类等 6大类。通报国主要有爱尔

兰、冰岛、波兰、德国、荷兰、卢森堡、

罗马尼亚、挪威、西班牙、匈牙利、意大

利等，采取措施主要包括销毁产品、撤出

市场、召回、拒绝入境、警告消费者风险

等。

专题发布

14



《国际贸易技术壁垒》 2021/5总第 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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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572/21 防护

设备类
意大利

颗粒过滤

面罩
Enhance 健康危

害/其他
个人防护

装备法规曰
EN 149

撤出市场

A12/00573/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颗粒过滤

面罩
未知

健康危

害/其他
个人防护

装备法规曰
EN 149

销毁产品曰
召回

A12/00574/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颗粒过滤

面罩
ISSACANA 健康危

害/其他
个人防护

装备法规曰
EN 149

警告消费者

风险

A12/00566/21 电器

设备类
波兰 陶瓷开关 Zara Home 触电 低压指令

召回曰
撤出市场

A12/00567/21 电器

设备类
匈牙利 吹风机 GEMEI 受伤袁 触

电袁 火灾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

召回曰
撤出市场

A12/00580/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颗粒过滤

面罩
CML袁 ML 健康危

害/其他
个人防护

装备法规曰
EN 149

停止销售曰
撤出市场

A12/00564/21 电器

设备类
匈牙利 吹风机 GEMEI 受伤袁 火

灾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

召回曰
撤出市场

A12/00565/21 电器

设备类
匈牙利 吹风机 GEMEI 受伤袁 火

灾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

召回曰
撤出市场

A12/00568/21 电器

设备类
匈牙利 吹风机 GEMEI 受伤袁 触

电袁 火灾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

撤出市场曰
召回

A12/00586/21 电器

设备类
匈牙利 吹风机 HOOMEI 受伤袁

火灾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

撤出市场曰
召回

A12/00575/21 防护

设备类
荷兰

颗粒过滤

面罩

Changzhou
Shuangma
Medical

Devices Co
Ltd.

健康危

害/其他
个人防护

装备法规曰
EN 149

拒绝入境

A12/00585/21 电器
设备类

匈牙利 吹风机 GEMEI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1
召回曰
撤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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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儿童运动衫
该产品功能线的自由端过长袁 儿童在各种活动中可能被缠绕住袁 导致窒息遥 不
符合通用产品安全指令和 EN 14628的相关要求遥

可调银手镯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镉袁 可损害人体健康袁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伸缩玩具

该产品置于水中时袁 膨胀材料的尺寸会增加 50豫以上遥 如果儿童将玩具放入口
中并吞咽袁 可能会导致呼吸道阻塞或肠阻塞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
的相关要求遥

蓝牙耳机

该产品 USB电缆的塑料绝缘层含短链氯化石蜡 渊SCCP冤袁 短链氯化石蜡可在环
境中持续存在袁 对水生生物有毒并可在水生生物中积累袁 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构
成威胁遥 不符合 POP的相关要求遥

颗粒过滤面罩
该产品的有效过滤率不足袁 不符合健康和安全要求遥 不符合个人防护装备法规
和 EN 149的相关要求遥

普拉提球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渊DIBP冤袁 可损害人体健康袁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体操球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渊DIBP冤袁 可损害人体健康袁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其他产品通报原因如下院

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电热水壶
该产品热熔保险丝可能会短路袁 在不正常和/或粗心使用的情况下袁 该装置可能会过热
导致火灾和/或灼伤遥 不符合低压指令和 EN 60335-2-15的相关要求遥

陶瓷开关
该产品设计中的缺陷可能会影响电缆的绝缘袁 并可能导致电击危险遥 不符合低压指令
和 EN 60335的相关要求遥

吹风机

该产品加热器和安全格栅之间的距离小于所需的距离袁 用户可触及带电部件并遭受电
击曰 该产品没有热保险丝装置袁 其铸件的塑料材料是可燃物袁 在使用过程中袁 存在过
热并导致灼伤的风险遥 不符合低压指令和 EN 60335的相关要求遥

本周被通报的 6类产品中，电器设备

类 8例，防护设备类 8例，业余爱好 /运动

器材类 3例，首饰类 1例，服装、纺织品

和时尚用品类 1例，玩具类 1例。其中：

电器设备类产品被通报 8例袁 占本周
我国被通报产品的 36.4%
主要涉及吹风机、电热水壶、陶瓷开

关等产品。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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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1年第 18周我国产品受 RAPEX通报统计情况

2021年第 18周欧盟 RAPEX通报情况
内容简介院
根据 2021 年第 18 周 RAPEX 预警通

报 （5 月 7 日发布），本周欧盟发布了 35

例产品通报，我国大陆被通报的产品有 7

例，占全部通报的 20%，主要涉及玩具类、

防护设备类和电器设备类 3大类。通报国

为斯洛文尼亚、德国以及匈牙利,，采取措

施主要包括撤出市场、召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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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612/21 玩具类
斯洛文

尼亚

玩具彩妆

套装
make it real 化学危害

1223/2009/
EC曰 2009/48/

EC.
召回

A12/00613/21 玩具类
斯洛文

尼亚
塑料娃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召回

A12/00611/21 电器

设备类
匈牙利 吹风机 GOLD SRC 烧伤袁

火灾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

撤出市场曰
召回

A12/00614/21 玩具类
斯洛文

尼亚

塑料配件

娃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召回

A12/00591/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颗粒过滤

面罩
IVROU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撤出市场

A12/00593/21 电器

设备类
匈牙利 吹风机 GEMEI 烧伤袁 触

电袁 火灾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1曰
EN 60335-2-

23

召回曰
撤出市场

A12/00592/21 电器

设备类
匈牙利 吹风机 GEMEI 烧伤袁 触

电袁 火灾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1曰
EN 60335-2-

23

召回曰
撤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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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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635/21 首饰类 法国 珠宝套装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从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0639/21 首饰类 法国
项链和
耳环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从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表 4 2021年第 19周我国产品受 RAPEX通报统计情况

2021年第 19周欧盟 RAPEX通报情况
内容简介院
根据 2021 年第 19 周 RAPEX 预警通

报（5月 14日发布），本周欧盟发布了 48

例产品通报，我国大陆被通报的产品有 31

例，占全部通报的 64.6%，主要涉及首饰

类、灯串类、玩具类、业余爱好 /运动器材

类、防护设备类、照明设备类、电器设备

类和儿童用品类等 8大类。通报国主要有

爱沙尼亚、冰岛、德国、法国

芬兰、卢森堡、斯洛伐克、匈牙利等，采

取的措施包括：禁止销售、撤出市场、从

线上市场下架该产品、召回、拒绝入境、

警告消费者风险等。

各类产品通报原因如下院

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塑料娃娃
该产品塑料材料中含过量的邻 DEHP尧 DBP 和 DINP袁 可损害儿童的健康袁 不符合
REACH 的相关要求遥

塑料配件娃娃
该产品塑料材料中含过量的邻 DEHP尧 DBP 和 DINP袁 可损害儿童的健康袁 不符合
REACH 的相关要求遥

颗粒过滤面罩
该产品的有效过滤率不足袁 另外袁 面罩与面部的贴合度不够袁 不符合健康和安全要求遥
不符合个人防护装备法规和 EN 149的相关要求遥

玩具彩妆套装
该产品包含着色剂 CI21090袁 CI21110和 CI12315袁 化妆品中不允许使用这些着色剂袁
不符合 1223/2009/EC和 2009/48/EC的相关要求遥

吹风机

该产品加热器和安全格栅之间的距离小于所需的距离袁 用户可触及带电部件并遭受电
击曰
该产品没有热保险丝装置袁 其铸件的塑料材料是可燃物袁 在使用过程中袁 存在过热并
导致灼伤的风险遥 不符合低压指令和 EN 60335的相关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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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636/21 首饰类 法国
项链和
吊坠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从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0637/21 首饰类 法国 手镯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从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0638/21 首饰类 法国
项链和

手镯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从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INFO/00111/
21 灯串类 法国 LED灯串 未知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598曰
EN 61347

从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0662/21 首饰类 法国 手镯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从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0663/21 首饰类 法国 珠宝套装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从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0665/21 首饰类 法国 手镯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0631/21 玩具类 法国 气球

ETS
FERRY袁
FERRY
JOUETS

化学危害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
12

召回

A11/00035/21
业余爱好/
运动器材

类

匈牙利

自平衡踏

板车 渊气
垫板冤

Motus 火灾袁 受伤 EN 60335曰
EN 62133 撤出市场

A12/00661/21
业余爱好/
运动器材

类

匈牙利

自平衡踏

板车 渊气
垫板冤

BIKEME 烧伤袁 火
灾袁 受伤

EN 60335曰
EN 62133

撤出市场曰
召回

A11/00034/21
业余爱好/
运动器材

类

匈牙利

自平衡踏

板车 渊气
垫板冤

侪 CHIC 火灾袁 受伤 EN 60335曰
EN 62133 撤出市场

A12/00643/21 防护设备

类
冰岛

颗粒过滤

面罩
未知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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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658/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颗粒过滤
面罩

FUPING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撤出市场曰
召回

A12/00640/21 电器

设备类
匈牙利

空气

加湿器
Hauser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1曰
EN 60335-2-

98

撤出市场曰
召回

A12/00657/21 防护

设备类
爱沙尼亚

颗粒过滤

面罩
GOOYU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撤出市场曰

召回

A12/00625/21 玩具类 芬兰 充气玩具
YOYO
ROCK

化学危害袁
窒息

REACH曰 玩
具安全指令

拒绝入境

A12/00644/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颗粒过滤

面罩
未知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撤出市场

A12/00659/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颗粒过滤

面罩
HG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撤出市场曰
从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0634/21 玩具类 斯洛伐克 毛绒玩具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曰
警告消费者
风险曰 召回

A12/00627/21 照明
设备类

匈牙利 台灯 Rabalux 烧伤袁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598 撤出市场

A12/00626/21 照明
设备类

匈牙利 台灯 Rabalux 烧伤袁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598

召回曰
撤出市场

A12/00641/21 电器
设备类

匈牙利
空气
加湿器

BAYBY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1曰 EN
60335-2-98

召回曰
撤出市场

A12/00656/21 儿童

用品类
德国 婴儿鞋 Walkx baby 化学危害 REACH 禁止销售曰

召回

A12/00633/21 照明
设备类

匈牙利 夜灯 Qiaolian 烧伤袁 触
电袁 火灾

低压指令曰
EN 60598

撤出市场曰
召回

A12/00660/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颗粒过滤

面罩
未知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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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655/21 灯串类 匈牙利 灯串 未知
烧伤袁 触
电袁 火灾

低压指令曰 EN
60598-1曰 EN
60598-2-20

撤出市场曰
召回

INFO/00108/
21

防护设备
类

卢森堡
颗粒过滤
面罩

Jiangyin
Rongyi
Textile

Technology
Co.袁 Ltd.

健康危害/
其他

PPE
禁止销售产
品及任何附
带措施

INFO/00109/
21

防护设备
类

卢森堡
颗粒过滤
面罩

未知
健康危害/
其他

PPE
禁止销售产
品及任何附
带措施

INFO/00110/
21

防护
设备类

卢森堡
颗粒过滤
面罩

Airtao 健康危害/
其他

PPE
禁止销售产
品及任何附
带措施

专题发布

本周被通报的 8类产品中首饰类 8例、

灯串类 2例、玩具类 3例、业余爱好 /运动

器材类 2例、防护设备类 9例、照明设备

类 3例、电器设备类 2 例、儿童用品类 1

例。其中：

防护设备类 9例袁 占本周我国被通报
产品的 29.03%
主要涉及颗粒过滤面罩，被通报原因

包括：（1）产品滤能力尚未得到相关欧洲

机构的认证；（2）产品带有 CE标记，但

未经相关机构认证为防护设备；（3）该产

品的有效过滤率不足，如果不配合其他保

护措施，可能无法满足健康和安全要求。

不符合个人防护设备法规 （PPE） 和 EN

149的相关要求。

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手镯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镉和铅袁 可损害人体健康袁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项链和吊坠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镍和镉袁 可损害人体健康袁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项链和耳环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镍和铅袁 可损害人体健康袁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项链和手镯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镉袁 可损害人体健康袁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珠宝套装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镉和铅袁 可损害人体健康袁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首饰类 8例袁 占本周我国被通报产品的 2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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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LED灯串 该产品绝缘不足袁 初级和次级电路之间的爬电距离不足袁 存在触电风险遥 不符
合低电压指令和 EN 60598尧 EN 61347的相关要求遥

灯串

该产品电缆未正确锚固且太细袁 可触及的电线仅具有基本绝缘袁 并且可以与控
制器单元的锋利边缘接触遥 电缆可能会脱落或损坏袁 使带电导体容易接近遥 电
源插头的尺寸大大小于要求的尺寸遥 用户可触及的带电部件袁 存在触电风险遥
另外袁 电缆可能会过热袁 存在灼伤或火灾风险遥 不符合低电压指令和 EN
60598-1尧 EN 60598-2-20的相关要求遥

台灯

该产品未配备变压器或转换器袁 易翻倒袁 可触及插座触点的带电部件袁 灯泡可
以自由触摸遥 因此袁 可导致儿童灼伤或电击遥 不符合低电压指令和 EN 60598的
相关要求遥

夜灯

该产品对儿童很有吸引力袁 平插头的尺寸小于要求的尺寸袁 可触及带电部件遥
另外袁 插头的塑料部分是可燃的袁 在使用过程中袁 灯泡可能会引起灼伤或起火遥
不符合低电压指令和 EN 60598的相关要求遥

空气加湿器
该产品对儿童具有吸引力遥 在游戏过程中袁 可以间接 渊通过水冤 接触带电部件袁
存在触电风险遥 不符合低电压指令和 EN 60335-1尧 EN 60335-2-98的相关要求遥

婴儿鞋
该产品外底皮革和边缘含有过量的铬 渊VI冤袁 铬 渊VI冤 具有致敏作用袁 并可以触
发与皮肤接触的过敏反应遥 不符合 REACH的相关要求遥

充气玩具

该产品的白色塑料材料中含有过量的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渊DIBP冤 ,可损害儿童
健康袁 另外袁 小部件可拆卸袁 儿童可能将其放在嘴里并窒息遥 不符合 REACH和
玩具安全指令的相关要求遥

毛绒玩具
该产品小部件易脱落袁 儿童可能将其放在嘴里并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气球

气球的橡胶含有过量的正亚硝基二乙胺 渊NDEA冤尧 正亚硝基吗啉 渊NMOR冤 和
正亚硝基二乙醇胺 渊NDELA冤遥 NDEA袁 NMOR和 NDELA是正亚硝胺袁 可通过
食入或皮肤接触引起癌症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2的相关要求遥

自平衡踏板车

渊气垫板冤

该产品电源线暴露在两个电机之间的运动中袁 并且穿过两端带有毛刺边缘的钢
管遥 在产品使用寿命期间袁 电源线的绝缘层会被锋利的边缘损坏袁 以至于在使
用过程中电池中可能会发生短路和爆炸遥 用户可能会失去控制并从踏板车上摔
下来并受伤遥 不符合 EN 60335尧 EN 62133的相关要求遥

其他产品通报原因如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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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召回 |2021年 4月美国 CPSC

对中国内地出口消费品召回情况

2021年 4月，美国对中国内地产婴儿

浴座椅、儿童浴巾、玻璃预备碗、电源线、

高压清洗机喷枪、婴儿牙胶、便携式充电

盒、婴儿活动摇铃、咖啡豆烘焙机、夹克、

高脚椅等 11项产品实施召回，被召回产品

大致存在导致溺水、烧伤、割伤、跌落、

窒息、火灾等危险。

2021年 4月份中国内地产品受 CPSC通报统计情况

产品名称 品牌 召回时间 召回原因 损失情况 相关建议

婴儿浴

座椅
BATTOP 2021/4/1

沐浴座椅不符合

联邦婴儿安全座

椅安全标准，包

括稳定性要求，

并且在使用过程

中可能翻倒，对

婴儿造成溺水危

险。

没有报道。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召回

的婴儿浴室座椅，并与

BATTOP 联系以获取免费退

还浴室座椅的说明，以获取

全额退款。 亚马逊代表

BATTOP 直接与所有已知的

购买者联系。

儿童浴巾 RH US 2021/4/7

召回的浴巾未达

到儿童睡衣的可

燃性标准，从而

有烧伤儿童的危

险。

没有报道。

消费者应停止使用被召回的

浴巾，并与 RH 联系以全额

退还购买价格，或者，如果

消费者的购买价格不能满足

要求，则可分别抵扣 35 美

元的动物浴巾，32美元的希

瑟浴巾或 39 美元的夏尔巴

浴巾。被确定。 RH正在直

接与所有已知的购买者联

系。

玻璃

预备碗
2021/4/7

钢化玻璃碗在使

用过程中可能会

破裂或破碎，构

成割伤危险。

该公司在美国收到了 6

份关于预备碗破裂或

破碎的报告，在加拿

大收到了 35 份报告，

其中 1 份报告指的是

手指被轻微割伤。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召回

的预备碗，并与 Epicure 联

系以免费获得替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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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线
Goal

Zero
2021/4/7

电源线上连接器

内部的插针可能

变形和过热，有

引起火灾的危险。

Goal Zero 已收到 4 份

有关连接至车辆电池

的电缆过热，熔化或

着火的报告，其中一

些导致财产损失。 没

有受伤的报道。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被召

回的电缆，并与零目标联系

免费更换。

高压清洗

机喷枪
2021/4/7

喷枪连接器可能

会断裂，导致在

使用过程中软管

和 / 或连接器的

各个部分脱落，

从而对使用者造

成伤害伤害的危

险。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

用召回的喷枪，并联

系香港新升贸易有限

公司免费更换喷枪手

柄。

Hong Kong Sun Rise已收到

15份高压清洗机喷枪连接器

断裂的报告，在使用过程中

受到压力时，该连接器的软

管和 / 或连接器零件会脱

落。 这导致了 13 例受伤报

告，其中 7例需要进行脑震

荡后治疗，骨折和 / 或眼睛

和口腔受伤。

婴儿牙胶 Target 2021/4/14

塑料护翼可能会

从牙胶上脱落，

对幼儿造成窒息

危险。

巴特（Battat）已收到

14 则有关机翼分离或

机翼折断的报告，其

中包括 1 名儿童在机

翼折断的片段上窒息

的报告。

消费者应立即将召回的牙胶

远离幼儿，并将其退回任何

Target 商店以获取全额退

款，或联系 Battat通过邮件

退回以获取全额退款。

便携式

充电盒

Au-

dio-Tec

hnica

2021/4/14

便携式充电盒可

能会过热，有引

发火灾的危险。

该公司已经收到了 4

起关于充电桩过热事

件的报告，这些事件

都发生在美国以外的

地区。 这些事件会损

坏充电盒和发生充电

的表面。 没有受伤的

报道。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充电

盒，并与 Audio-Technica

联系以获取有关退还充电盒

以免费更换充电盒的说明。

Audio-Technica将为消费者

提供预付费的退货运输标签，

并在收到退回的包裹后向消

费者发送替换的充电箱。

婴儿活动

摇铃
Playgro 2021/4/14

马背上的算盘环

可能使小珠子脱

落并释放，对小

孩造成窒息危险。

没有报道。

消费者应立即将召回的拨浪

鼓远离儿童，并停止使用它

们，并与 Playgro 联系以免

费更换，包括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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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豆烘

焙机

The

Metal

Ware

2021/4/21

咖啡豆烘焙机可

能会过热，有引

发火灾的危险。

该公司已收到 20起咖

啡豆烘焙机过热的事

件的报告，这些事件

导致塑料熔化，咖啡

豆燃烧和 /或从烘烤机

发出火焰和烟雾。 没

有受伤的报道。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召回

的咖啡豆烘焙机，并与

Metal Ware联系以获取全额

退款或以商店信用形式退

款。 Metal Ware 将为消费

者提供焙烤炉的免费退货运

输。 在 Metal Ware 收到退

回的烘焙机后，消费者可以

选择在全额退款 85 美元还

是以商店信用额形式退款

100 美 元 （可 在 www.

nesco.com上使用）之间进

行选择。

夹克
BRAV

USA
2021/4/21

召回的夹克有抽

绳，在腰部区域

有抽绳，这些绳

子可能缠在操场

的滑梯，扶手，

校车门或其他移

动物体上，从而

对儿童造成勒死

和 / 或夹住的危

险。

没有报道。

消费者应立即将召回的外套

从儿童那里拿走，并去除束

带以消除危害，或将外套退

还给 BRAV USA以获得全额

退款（包括运费）。

高脚椅

Sauder

Wood-

working

2021/4/28

使用一段时间后，

椅子的椅腿会变

得不稳定，有跌

倒的危险。

该公司已收到 3 起关

于椅腿不稳的报告，

包括 2 次跌倒。 没有

受伤的报道。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召回

的 吧 椅 ， 并 与 Sauder

Woodworking联系，以获取

每套两件式椅子的全额退款。

Sauder Woodworking 正在

直接与所有已知的购买者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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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国家联盟发布

食品接触材料指南

2021 年 4 月 12 日，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预制食品工作组（PFPWG）线

上发布了东盟成员国食品接触材料

（FCMs） 控制体系的两个指南，分别是

“ ASEAN 食品接触材料框架指南”和

“ASEAN 食品接触材料良好生产规范指

南”。这两份文件将由行业利益相关者共同

使用，以满足全球标准并促进负责、可持

续投资理念的发展。

《ASEAN 食品接触材料框架指南》 主

要面向食品包装用户，概述了安全食品包

装的使用、确保 FCM符合贸易指南的可追

溯系统，以及如何在东盟成员国内将 FCM

投放市场。

“ASEAN 食品接触材料良好生产规范

指南”定义了与 FCM生产相关的术语，如

“良好生产规范”。并概述了质量保证体系，

包括塑料食品接触材料良好生产规范示例。

PFPWG还打算优先针对 17类食品接

触材料制定特定的标准：活性和智能材料

和物品、粘合剂、陶瓷、软木塞、橡胶、

玻璃、离子交换树脂、金属和合金、纸和

纸板、塑料、印刷油墨、再生纤维素、有

机硅、纺织品、清漆和涂料、蜡和木材。

（来源：倍科）

哈萨克斯坦对鞋类商品实行

强制标签管理

据哈萨克斯坦数字经济发展中心发布

消息，哈计划自 2021年 7月 1日起，对鞋

类商品实行强制标签管理。届时，在哈境

内流通的鞋类商品，必须加贴 Data Matrix

二维码。

消息称，对鞋类商品实行强制标签管

理的法律文件批准生效后，未加贴数字标

签的其他国家 （包括欧亚经济联盟国家）

鞋类商品，将被禁止进入哈市场。法律文

件生效前，未加贴数字标签的库存商品，

允许在未来一年内继续销售。

上述规定涉及从生产商、进口商，到

零售商的所有鞋类商品市场参与者。所有

市场参与者必须登陆商品标签和追溯信息

系统，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并获取系统自

一带一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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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生成的二维码。进口商必须在商品清关

前，加贴数字标签，既可以在生产国境内

加贴，也可以在位于哈境内的海关保税库

内加贴。

数字标签既可以直接贴在鞋类商品上，

也可以贴在商品标签或包装上。目前，有

关法律文件批准生效程序尚未完成，哈数

字经济发展中心建议市场参与者：提前做

好适应新管理办法的相应准备。

实行鞋类商品强制标签管理，有助于

打击市场上的假冒伪劣商品和非法进口商

品，为本国生产商提供支持。对于消费者

来说，一是可以通过数字标签，确认所购

买的商品为合法产品；二是可以通过

“Naqty Onim”移动应用程序扫描二维码，

获得关于商品的完整信息。

哈萨克斯坦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

已对烟草制品实行强制标签管理。2022

年，计划对药品、酒精类商品和部分轻工

产品，实行强制标签管理。（来源：哈萨

克斯坦数字经济发展中心）

加拿大将加强对产生紫外线和

臭氧设备的监管

根 据 加 拿大 于 5 月 6 日 发布 的

G/TBT/N/CAN/641号通报，加拿大卫生部

将于近期发布一项临时命令（IO），拟修订

《害虫控制产品法案》 （Pest Control

Products Act），将某些产生紫外线和臭氧

的设备纳入该法案监管范围。此决议生效

后，指定的设备在进入加拿大市场前需接

受评估和注册。临时命令将于近期发布，

《害虫控制法案》修正案拟于 2022年公布。

修订案背景

自疫情爆发以来，旨在控制和杀死物

体表面、水、空气中细菌、病毒的产生紫

外线和臭氧的设备销量显著增加。这些设

备被广泛应用，尤其是在家庭住宅中。

经评估，加拿大卫生部认为目前还没

有足够证据证明这些设备的安全性及有效

性，反之，这些设备可能会造成一些健康

和安全问题。例如，根据紫外线波长、强

度和辐射暴露时间，使用这些设备可能会

对皮肤和眼睛产生损伤，此外，吸入臭氧

可导致肺功能下降、呼吸道刺激、肺组织

炎症及其他不可逆的肺损伤。

因此，加拿大卫生部有害生物管理局

(PMRA)决定规范某些产生紫外线和臭氧的

设备，并在其进入加拿大市场前对其进行

评估和注册。

欧盟拟修订两大化学品法规

欧盟绿色协议宣布了对无毒环境零污

染的雄心，除其他外，应通过针对最危险

化学品的雄心勃勃的行动以及加强对创新

的参与以开发安全和可持续的替代品来实

现。这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政策计划的首批

可交付成果之一是《化学品可持续性战略》

（CSS），其中涉及对现行欧盟化学品立法

的重要修订，包括 《化学品注册、授权、

一带一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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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限制法规》 （即欧盟 REACH法规）

和 《分类，标签和包装规定》 （即欧盟

CLP法规）。

欧盟 REACH和 CLP 是欧盟化学品法

规的两个主要工具和实际基石。从现在起

到 2022年年底，将同时重新开放和修订这

些法律，其确定的目标是根据《绿色协议》

的雄心壮志来改善对人和环境的保护。

CSS宣布了此修订版和对现有条款的加强，

但对于修订计划的确切范围却知之甚少。

2021年 5月 4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

两个重要的路线图，这些路线图提供了有

关欧盟行政部门针对修订后的 REACH 和

CLP框架的意图的见解。委员会详细介绍

了可以考虑的法律和法规选择。尽管是针

对性的，但委员会设想的备选方案肯定会

导致对 REACH和 CLP的重大修订，并且

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构成范式的真

正转变。

欧盟 REACH修改路线图

在第一个路线图的基础上，欧盟委员

会提出了针对性修订 REACH的备选方案，

以改善其各个组成部分，从注册和评估到

化学品的授权和限制。委员会现阶段概述

所设想的提案是初步的，并可能随着分析

而发展。在主要措施中，路线图考虑引入

一种混合评估因子（MAF），该因子旨在解

决暴露于多种物质的风险以了解其组合效

应。

它预计将对注册要求进行修改，以涵

盖某些聚合物的注册，并重新考虑一些信

息要求（例如，有关所关注危害的信息增

加，有关环境足迹的新信息和安全使用文

件）以及卷宗。和物质评估过程。

限制和授权过程也将通过设想的修订

得到实质性“改革”。委员会考虑的一个方

案是将授权和限制程序合并为一个单一的

限制系统，并与其他法规进行改进，以适

应 CSS支持的“单一物质评估”原则。委

员会还预见将把通用方法扩展到对某些类

别的有害物质（包括内分泌干扰物或 PBT /

vPvB物质）的限制。委员会还确认愿意将

CSS中出现的“必要使用”概念付诸实践。

在采用限制时最有可能使用此方法。

此外，可以根据对国家管制的最低要

求，更严格的边境管制以及可能建立的欧

洲审计能力来评估成员国，来加强成员国

的执法措施。

欧盟 CLP路线图

在第二个路线图中，委员会注意到欧

盟 CLP 需要跟上科学或技术进步的步伐，

并阐明该法规的某些模棱两可的规定。

在对 CLP 进行的其他实质性修订中，

修订提案考虑引入新的危害类别，例如内

分泌干扰物，以及对危害类别产品的某些

进一步标签义务，但仍不在 CLP范围之内。

它还将解决混合物和复杂物质分类的问题。

委员会还考虑到授权委员会要求欧洲

化学品管理局 ECHA为统一分类制定统一

分类卷宗或优先标准的可能性，因此还设

一带一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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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对统一分类程序进行修订的原因。另

外，在没有提供太多细节的情况下，委员

会宣布了有关在线销售的具体规则。

时间线

该路线图开放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2021年 6月 1日。然后，委员会将在提要

报告中汇总收到的反馈，解释如何将其采

纳，或在适用的情况下解释为什么不能采

纳某些建议。反馈还将发布在委员会的网

站上，并将用于开始制定实际的立法建议。

然后，可能会在 2021年下半年，以欧盟所

有语言举行为期 12周的正式公众咨询。

REACH修订版将于 2022年第 4季度

发布，CLP修订版将于 2022年第 2季度发

布。（来源：艾科森环境技术 汽车海外技

术合规联盟）

泰国向WTO通报了四项食品

接触条例草案

泰国工业标准协会（TISI）于 2021年

5月 11日向世界贸易组织（WTO）通报了

四项食品接触条例草案。技术条例草案说

明如下：

《饮 用 水 用 塑 料 容 器 标 准 (TIS

998-2553(2010))》部级条例草案规定饮用

水用塑料容器须符合该标准。该标准规定

了尺寸、材料、外观要求、标签、抽样以

及符合性和测试的标准。WTO 通报号为

G/TBT/N/THA/613。

《微波炉用塑料食品容器标准第 1 部

分：用于再加热 (TIS 2493-2554(2011))》

的部级条例草案规定微波炉用塑料食品容

器须符合相关要求。该标准涵盖了直接接

触食品的带盖塑料容器，规定了产品类型

及其缩写、材料、一般要求、包装、标记

和标签、抽样以及符合性和测试标准。

WTO通报号为 G/TBT/N/THA/614。

《微波炉用塑料食品容器标准第 2 部

分：单次加热 （TIS 2493-2556 (2013)）》

的部级条例草案涵盖了用于微波炉一次性

加热的食品接触塑料容器、盖子和其他组

件。产品可由单层或多层材料制成，可耐

高温最低为 100℃。技术标准草案规定了

产品类型及其缩写、材料、一般要求、包

装、标志和标签、抽样以及符合性和测试

标准。WTO通报号为 G/TBT/N/THA/615。

《含氟聚合物涂层的食品接触餐具标准

（TIS 2622-2556(2013)）》的部级条例草案

适用于“仅用于热烹饪的器皿，由金属基

制成且在与食品直接接触的一侧涂有氟聚

合物涂层”，但不包括用电加热的炊具和电

器。WTO通报号为 G/TBT/N/THA/616。

这些条例草案的反馈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7月 10日。（来源：技术性贸易措施资

讯网）

乌克兰发布《油漆、清漆和原材料中

铅限量的技术法规》

2021 年 5 月 7 日，乌克兰发布了

2021 年 4 月 28 日第 432 号关于 《油漆、

一带一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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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漆和原材料中铅限量的技术法规》的决

议。

该条例包含若干重要规定：

- 明确适用对象包括用于制造含铅油

漆的油漆和原材料 （颜料和颜料浓缩物）

（含铅原材料清单见技术法规附件 1）

- 明确油漆材料非挥发性部分中铅含

量的限值

-自 2021年 11月 7日起，禁止使用、

生产和进口技术法规附件 1中用于制造油

漆和清漆的原材料

- 豁免用于修复工程、艺术品和其他

历史文物的油漆和原材料，但此类含铅油

漆或原材料必须含有警示标签，即

НЕБЕЗПЕЧНО: мiстить

свинець.Незастосову

вати на поверхнях,

доступних дiтям чи

вагiтним жiнкам! (危险：含

铅。请勿用于儿童或孕妇可能会接触的表

面！）

- 明确样品制备和检测的标准列表

（见表 1）

-生产油漆和清漆的原料供应商必须

提供安全数据表(SDS)

-要求油漆材料和原材料组成部分含

有乌克兰关于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法律规

定的合格标志，并应清晰可见、不易磨损，

否则应贴在包装上，并在随附文件中注明

一带一路专题

表 1 关于铅限量要求的新决议的要点概述

（来源：技术性贸易措施资讯网）

乌克兰内阁 2021年 4月 28日第 432号决议

叶油漆尧 清漆和原材料中铅限量的技术法规曳

物质 范围 要求 生效日期

铅 油漆、清漆和原材料 ≤90 mg/kg1,2 2021年 11月 7日

1.采样和制备方法:

-DSTU ISO 15528:2015 (ISO 15528:2013, IDT)

-DSTU ISO 1513:2014 (ISO 1513:2010, IDT)

-DSTU ISO 1514:2013 (ISO 1514:2004, IDT)

-DTSU ISO 3251:2015 (ISO 3251, 2008, IDT)

2.分析方法：ISO 6503:1984（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F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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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制定饮料质量标准

2021 年 5月 13 日，巴西联盟官方公

报发布第 123号条例，制定饮料标识和质

量标准。主要内容包括：

1. 规定饮料涉及范围，包括：复合饮

料、茶、软饮料、苏打水及相关的固体和

液体饮料；

2.复合饮料等的定义；

3. 饮料标签和包装要求：规定标签上

禁止使用的称谓词语、标签大小、饮料名

称标识方法、饮料中最大总糖量以及禁止

使用的包装形式等内容；

4. 各种复合饮料中最低内容物含量标

准等。

该条例自 2016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

（来源：海关总署）

俄罗斯拟修订海关联盟“包装安全”

法规（CU TR 005/2011）

俄罗斯于 4 月 12 日发布 G/TBT/N/

RUS/112号通报，公布了海关联盟技术法

规 《关于包装安全》 （CU TR 005/2011）

修订草案。

此次对 CU TR 005/2011修订旨在与欧

盟指令相协调，限制一次性聚合物制品使

用。

该草案澄清了 CU TR 005/2011在执行

过程中包括货盘在内的运输包装和组合包

装的范围，并对金属和聚合物包装，纺织

品和组合材料制成的包装，以及聚合物、

封皮和复合式包装封端剂的安全指标进行

调整。

为发展可再生原料市场，在该修正案

中加入了回收和再利用包装的要求（增加

了“附件六”）。由此，引入了新的术语，

如“可生物降解包装”、“多层聚合材料”、

“氧化可降解包装”、“氧化式生物降解包

装”、“印刷包装材料”和“包装的回收”。

更新包装标签的要求是此次修正案的

重要内容之一。例如，分别为纸质和纸板

材料、木质材料、纺织材料、玻璃和陶瓷

制造的包装添加以下带有对应字母符号的

标签（如下图）。

金砖五国

金砖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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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多层聚合材料包装和复杂包

装的标签进行了详细说明。例如，对于一

个由纸板箱和置于其中的塑料 /铝复合材料

包装这两部分组成的完整包装，标签应按

下图分别贴于相应包装上。

除字母符号以外，还应添加“可生物

降解包装”标志，该标志应严格采用白底

绿字的颜色（如下图）。

修订案还更新了对限制在聚对苯二甲

酸乙二醇酯 （PET） 包装上使用聚氯乙烯

（PVC）标签的要求，并明确了测试铝包装

的模拟环境。

该修订案拟于正式批准一年后生效。

俄罗斯拟修订海关联盟技术法规《肉

和肉制品安全》 （CU TR 034/2013）

俄罗斯于 4 月 19 日发布 G/TBT/N/

RUS/114号通报，拟修订海关联盟技术法规

《肉和肉制品安全》 （CU TR 034/2013）。

具体修订内容

一、第 17条款中增加如下表述：

“儿童肉制品中蛋白质和脂肪实际含量

值不得超过 CU TR 034/2013附件 4规定的

允许水平。”

二、第 106条款表述修改如下：

“106.屠宰产品和肉制品标签应符合海

关联盟技术法规《食品标签要求》 （CU TR

022/2011），此外，还需符合本法规 （CU

TR 034/2013）第 107-126条款的要求。

在说明屠宰产品和肉制品营养价值信

息时，规定食品中以下成分实际含量值的

允许限度：

蛋白质———实际含量值不得低于产品

标签上标示值的 80%；

脂肪、碳水化合物、能量值（卡路里）

———实际含量值不得高于产品标签上标示

值的 120%。”

金砖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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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印度对合格评定

采取临时放宽措施

印度标准局于 5月 17日在印度标准局

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放宽 《BIS（合格评

定）条例，2018》规定以及许可证更新修

正案（包括滞纳金和许可证更新时间）的

临时措施”的通知。

背景介绍

印度标准局根据《BIS(合格评定)条例，

2018》执行不同的认证计划。根据这些认

证计划，印度标准局向制造商发放许可证

或证书，以确保其产品符合相关印度标准，

保护消费者权益。目前，许多产品已通过

政府的 BIS强制性认证。根据制造商的要

求，BIS 将根据 《BIS (合格评定 )条例，

2018》的规定对许可证进行续期，期限不

少于 1年，最多为 5年。

根据目前的规范，制造商可以通过在

线模式即“Manakonline”提交许可证更新

申请。制造商须按 《BIS(合格评定)条例，

2018》的规定提交更新申请及所需费用和

关资料 /文件。

许可证更新的规定载于 《BIS(合格评

定)条例，2018》第 8条，其相关摘录如下:

“第 8条:使用或应用标准标志的许可证

更新 -(a)许可证续期的申请须按附表 II内

适用的方案所指明的规定表格及费用向印

度标准局提出。

(b)根据第(1)款提出的申请，须在附表

II所载适用的方案所指明的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前，向印度标准局提出。

(c)印度标准局在收到根据第(1)款提出

的申请后，可根据附表 II所指明的适用方

案进行许可证更新或重新核证。

(d)如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仍未收到

缴付所需费用的更新申请，许可证的更新

可由许可证有效期日起计或按附表 II所指

金砖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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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适用方案所规定的日期延后至多 90

天。

但如在 90天延期期间内未收到缴付所

需费用的续期申请，许可证的有效期将于

许可证有效期日后届满。

（e）如果在许可证有效期之后提出更

新申请，应缴纳 5000卢比的滞纳金。

疫情期间采取的临时放宽措施

由于 COVID-19特殊大流行形势和印

度政府当局为遏制 COVID-19在本国的传

播而采取的限制性措施，制造商在准备许

可证更新申请和递交主要资料 /文件，以及

随后及时递交连同有关文件及所需费用时，

可能会遇到困难。

鉴于国家的上述特殊情况，印度发布

了《BIS(合格评定)条例，2018》的临时放

宽措施，包括其修正案:

（a）所有已到更新日期的许可证:

第 8条第（4）款第 1段关于未能在许

可证到期前提交更新申请材料和费用的许

可证最长更新期为许可证到期之后 90天的

规定暂停执行直到 2021年 9月 30日。这

就意味着在 9月 30日之前，如果许可证到

期将不会受到许可证到期后最长 90天更新

期的限制。

第 8条第（5）款关于在许可证到期之

后 90 天内提交许可证更新申请将缴纳

5000卢比滞纳金的规定暂停执行直到 2021

年 9月 30日。这就意味着在 9月 30日之

前，许可证到期后申请许可证的更新将不

会收取滞纳金。

（b）所有过期已超 90天的许可证的更

新:

第 8条第(4)款第 2段关于许可证到期

超过 90天未收到更新申请相关资料和费用

将被撤销的规定暂停执行直到 2021年 9月

30日。这就意味着在 9月 30日之前，如

果许可证已经到期超过 90天，将不会因为

没有收到更新申请及相关资料和费用而被

取消许可证。

目前印度已经形势异常严峻，根据印

度上报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过去一

周印度确诊病例超过 238万例，累计确诊

病例超过 2468万例，过去一周死亡病例约

2.8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 27万。出口

印度的企业请务必做好新冠疫情大流行情

况下的贸易预警措施，尽量避免给贸易造

成不必要的损失。

印度再将 6项化学品纳入

强制性认证

4月 22日，印度连续发布了 6项 TBT

通报，指出将丙烯腈 - 丁二烯 - 苯乙烯

（ABS）、二氯化乙烯、聚碳酸酯等 6种产

品纳入强制认证范畴。

通报主要内容如下：

1. 表 1 第 （1） 栏所述产品应符合第

（2）栏所述相应印度标准。

2. 强制使用标准标志：应根据“2018

年印度标准局（合格评定）条例”附表 -

Ⅱ中的计划 -Ⅰ，在印度标准局（BIS）的

许可下贴上标准标志；

金砖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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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中的任何规定均不适用于出口货

物或商品。

3.认证和执行机构：印度标准局（BIS）

应是表 1第（1）栏所述产品的认证和执行

机构。

表 1

产品 印度标准 标准名称

拟生效日期

（1） （2） （3）

丙烯腈 -丁二烯 -苯乙烯

（Acrylonitrile-Butadiene

Styrene (ABS)）

IS 17077 :2019或 ISO

19062-1 : 2015

塑料丙烯腈 -丁二烯 -苯乙

烯 （ABS） 成型和挤压材料

第 1部分 指定系统和规范基

础

在官方公报（Official

Gazette） 上 公 布

180天后

二氯化乙烯 （Ethylene

Dichloride）
IS 869 :2020 二氯化乙烯规范

聚 碳 酸 酯

（Polycarbonate）
IS 14434:1998

聚碳酸酯成型和挤压材料 规

范

聚氨酯（Polyurethanes）

IS 17397 (Part 1) :

2020 或 ISO 16365-1 :

2014

塑料 成型和挤压材料用热塑

性聚氨酯第 1部分指定系统

和规范基础

氯 乙 烯 单 体 （ Vinyl

Chloride Monomer）
IS 17442 :2020 氯乙烯单体规范

对二甲苯（p-Xylene） IS 17370 : 2020 对二甲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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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阳湾圈
经济自由区
地理优势
· 光阳港拥有连结全球122个国家的物流网络
· 钢铁和石化基础材料生产基地
· 机场·公路·铁路等内陆交通网完善，交通非常方便

开启未来的投资中心

韓国光阳湾圈经济自由区
The Best Choice for World Business Leaders!

制 造 钢铁   机械   功能性化学   二次电池生产基地· · ·

  引进行业

  特        征

● 为了增加港口的附加价值以及促进港口相关产业的发展﹑
向利用港口的客户提供更多的便利﹑ 根据《港湾法》第 45条﹑
由国家指定的港口腹地

● 为建设成全球性企业，可适用港口型附加价值商务模式的港口
腹地

●  二次电池及功能性化学材料产业等可增加光阳港货物吞
吐量的进出口制造企业

 世丰一般港口腹地

规        模 410,000㎡

租  赁  费  面积(㎡) × 公示地价(韩元/㎡) × 50/1,000
光阳世丰一般产业园

 外国人投资地区 

第一期工程

第二期工程 �

�顺天立交桥

光阳立交桥

光阳港

栗村产业园

大韩民国全罗南道光阳市光阳邑仁德路1100

T. +82-61-760-5114   H. www.gfez.go.kr/chn   E. ksyanfg6968@korea.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