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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简报

田世宏出席市场监管总局技贸措施专

家咨询组成立大会

5月 13日，市场监管总局技术性贸易

措施研究中心专家咨询组和通报评议中心

专家咨询组成立大会在京召开。市场监管

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国家标准委主任

田世宏出席会议并讲话。

田世宏指出，做好技术性贸易措施工

作对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经济全球

化、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具有重要意义，有

助于帮扶企业质量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

也是市场监管履职尽责的需要。市场监管

总局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中心和通报评议

中心要做到专业化、规范化、信息化、国

际化，通力协作，建立和发挥各自优势，

提高工作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田世宏希望，专家咨询组成员要积极

咨政建言，为总局技贸措施工作发展提供

智力支持，为两个中心的建设和发展提供

咨询和指导。

此前，为进一步完善技术贸易措施工

作体系，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在中国标准化

研究院和国家标准技术审评中心分别成立

市场监管总局技贸措施研究中心和通报评

议中心。

会上，技贸措施信息化平台正式启动

上线。总局有关司局和直属单位负责同志

参加会议。（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

批准发布绿色环保、消费升级领域

重要国家标准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标准委）

集中发布一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绿色环

保、消费升级领域，助力提升我国绿色可

持续发展能力、提振消费信心。

在绿色环保领域，《中国森林认证森

林经营》国家标准规定了森林可持续经营

认证应遵循的指标体系，增加了森林固碳

能力、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相关认证内

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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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可更好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运行效果评价技术要求》国家标准为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效果评价工作提

供了技术依据，将提高我国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运营服务组织的技术水平和服务

质量，有助于打造美丽乡村、推动乡村振

兴。《汽车轮胎惯性滑行通过噪声限值和

等级》国家标准有利于控制汽车轮胎行驶

时所产生的噪声，降低轮胎行驶因噪声而

产生的污染，增强国产轮胎在国际市场上

的竞争力。《生态社区评价指南》国家标

准从环境健康、资源节约、生活宜居、文

明和谐、管理高效、安全保障等维度对社

区作出评价，强化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有利于提高居民生活品质，形成可复制可

推广的生态社区建设模式，助推新型城镇

化建设。

在消费升级领域， 《白酒工业术语》

《饮料酒术语和分类》两项国家标准清晰界

定了清香、浓香、酱香等各香型白酒工艺

特征，规定了白酒和饮料酒相关术语和定

义，明确了饮料酒分类原则，便于消费者

在选购时了解各类酒产品的特点，将助推

酒产品技术和工艺的进步与创新、规范酒

产品市场健康发展。《纺织品 基于消费者

体验的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针对消费

者普遍诟病的服用和家用等终端纺织产品

的衣领标签刺痒感、里料外露、面料起毛

球等问题，基于消费者触觉、视觉、嗅觉

等感官体验需求，重新构建了规范产品质

量的技术指标体系，将提升产品穿着使用

的舒适性，增强国内市场对国产品牌的认

可度。《原电池》系列国家标准为满足原

电池不断升级换代的消费需求，更加注重

儿童保护，部分技术指标水平高于国际相

关标准，将推动我国原电池行业的发展。

《家用移动机器人性能评估方法》国家标准

针对家用移动机器人自主移动这一核心特

点，制定了位姿测量、回充电座能力、单

次充电运行时长、单台阶处理、避障和跨

越线缆特性等多项原创性性能评估方法，

将有力保障消费者使用安全和合法权益。

（信息来源：市场监管总局）

《能源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国家标准解读

一、标准编号及标准名称

GB/T 23331-2020《能源管理体系 要

求及使用指南》。

二、标准制定背景

GB/T 23331《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首

次发布于 2009年，是重要的节能基础性标

准，2012年进行了一次修订。GB/T 23331

对于各类用能单位开展能源管理体系建设

起到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作用，有力支撑了

国家节能工作的开展。

国际标准化组织于 2018年发布了新版

ISO 50001:2018《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

用指南》，该标准基于多年来旧版标准

（ISO 50001:2011《能源管理体系要求及使

用指南》）使用的经验，并采用了 ISO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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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编制管理体系类标准的高阶结构。为

了确保我国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

能源管理体系建设工作与国际接轨，亟需

修订该标准。

三、标准主要内容

GB/T 23331《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规

定了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能源管理体

系的要求，旨在使组织通过系统方法实现

能源绩效和能源管理体系的持续改进。该

标准适用于任何组织、由组织管理和控制

的影响能源绩效的活动以及任何数量、用

途或种类的能源消耗。该标准要求证实持

续的能源绩效改进，但未规定实现能源绩

效改进的程度。该标准可单独使用，或与

其他管理体系协调或融合。

与 2012版标准相比，新版标准除编辑

性修改外，主要技术性变化如下：

首先，采用了 ISO 管理体系标准的要

求，包括高阶结构、相同的核心文本、通

用术语和定义。

其次，修改了术语和定义。删除了

“预防措施”等部分术语，增加了“能源绩

效改进”等部分术语，吸纳了部分 ISO高

阶结构通用术语，对部分术语和定义进行

修订，并进行了分类和排序。

第三，重新梳理了文本结构和措辞，

标准正文使用 ISO高阶结构，符合 PDCA

循环思想，共包含十个章节：适用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组织环境、

领导作用、策划、支持、运行、绩效评价

和改进。

第四，优化了与战略管理过程的融合。

在“5.1领导作用和承诺”、“6.1应对风险

和机遇的措施”、“6.2目标、能源指标及

其实现的策划”、“9.3管理评审”等多个

条款提到能源管理体系要与组织的业务相

结合。

第五，强化了最高管理者的作用。在

“5.1 领导作用和承诺”条款中强化了原标

准中部分条款内容，并新增了包括对能源

管理体系有效性方面的积极参与和领导作

用等方面的新要求。

第六，澄清了能源种类排除、能源评

审要求、能源绩效参数和能源基准相关内

容。指出不应排除能源管理体系范围和边

界内的任何一种能源种类；明确了与主要

能源使用相关的能源评审过程；对能源基

准和能源绩效参数的顺序进行了调整，并

对相应条款内容进行了较大修改。

第七，引入了对能源绩效参数和相关

能源基准“归一化”的概念，强调了能源

绩效的比较应在相同条件下进行。

第八，增加了能源数据收集策划和相

关要求的内容。规定了监测影响能源绩效

的关键特性所需的数据、收集和保留的方

式和频次等。

除以上修订外，新版标准还删除了部

分与我国应用情况无关的批注，并对某些

批注进行了必要的补充。

四、标准实施意义

本 次 修 订 是 在 充 分 吸 收 GB/T

23331-2012/ISO 50001:2011《能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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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要求》 标准实施的实践经验，采用

ISO 管理体系标准高阶结构的基础上完成

的。修订后的标准将为国家节能工作提供

基础性的标准化技术支撑，对促进用能单

位建立、实施、保持和改进能源管理体系，

加强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和能效提升具有重

大影响。（信息来源：标准技术司）

中国首个国家计量科学数据分中心

在浙江上线

如何让人们感受到测量在守护个人平

安健康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今年 5月 20日

是第 22个世界计量日，当天上午，浙江省

市场监管局在浙江杭州举办 2021年世界计

量日“测量守护健康”主题报告会。会上，

国家计量科学数据中心浙江分中心网站正

式上线。

据悉，该中心是中国首家获批的国家

计量科学数据分中心，依托浙江省计量科

学研究院建设，旨在收集、整理、存储计

量科学数据，建立完善的计量科学数据库，

实现计量数据资源共享、业务协同和数据

融合。

该中心建成后，将立足浙江、服务长

三角，重点打造全国计量科学数据服务及

应用样板。

记者从浙江省市场监管部门获悉，

2020年，浙江省各级计量行政部门和计量

技术机构新建和改造提升社会公用计量标

准 123项，检定或校准红外体温计等医用

计量器具 16.8万台，为复工复产企业减免

检定校准费用 7790万元人民币，全年共服

务企业 3987家，解决技术难题 510个，严

厉打击计量违法违规行为，全年立案 488

件。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浙江将在多个方面提升计量创新

能力、服务水平和监管效能，围绕数字经

济“一号工程 2.0版”、智能制造、生命健

康、公共卫生安全等重点领域，提供计量

支撑保障。

此外，浙江将加强计量监督管理，营

造放心消费环境；加大“智慧监管”“信

用监管”力度，严厉打击计量违法行为，

更好地惠民安民；深化计量共治，构建诚

信计量体系，构建“政府主导、部门联合、

企业主责、社会参与”工作新格局。

同时，浙江将推动经营者开展诚信计

量自我承诺活动，培育诚信计量示范单位，

进一步加强计量宣传，加大科普力度，营

造人人关注计量、支持计量、诚信计量的

社会环境。(来源：中新社)

省标准院博士团队赴云和帮助

木制玩具企业提升合规能力

为落实好省局“百名博士进厂入企”

活动要求，践行好党史学习教育“贵在自

学、严在领悟、重在力行”的精神，省标

准院第一时间组织响应，成立了 6支以博

士为主体、共计 18人的帮扶团队，积极帮

助企业纾困解难。5月 31日，省标准院博

士团队联合丽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和

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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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一同赴云和县开展了木

制玩具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调研，重点走

访了云和县玩具协会、云和县金成木业有

限公司、和浙江新云木业集团有限公司，

为企业有针对的寻找解决方案，助推企业

提升合规能力。

云和作为我国木制玩具之都，工业产

值近 100亿元，出口占比高达 75%，产品

远销全球。但在玩具出口势头向好的背后，

全球对玩具类产品安全要求也在不断加严，

玩具逐渐成为被国外监管系统（如欧盟非

食品类消费品快速预警系统等）通报最为

频繁的产业，屡遭禁止销售、拒绝进口、

召回、撤出市场等处罚，给我国生产企业

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资源浪费。

调研过程中，博士团队就企业反映的

欧盟玩具中铝迁移限量问题和欧盟频频加

严的甲醛限值问题做了现场解答，鼓励企

业积极参与到技术性贸易措施应对工作，

掌握预防损失的主动权。就玩具协会反映

的企业对于欧盟玩具准入动态信息掌握不

及时、标准理解不到位等共性问题,博士团

队现场讲解了应对工作的主要途径，并与

企业和协会达成联合利用浙江省技术性贸

易措施平台向欧盟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意见

反馈等共识。

下一步，我院将邀请欧盟专家为木制

玩具企业开展“欧盟木制玩具产品安全风

险管理与政策解读”线上培训，为更多企

业答疑解惑。同时，根据该行业存在的参

与国际标准化活动难、产业缺乏国际话语

权等问题，积极与欧盟方面协调，助推中

国制造企业参与到欧盟玩具安全法规与标

准的制修订工作，提升我国在玩具行业的

国际话语权。

“企业标准化实践与能力提升”

培训会圆满举办

6月 2日至 4日，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

联合中国标准化协会共同策划组织的“企

业标准化实践与能力提升”培训会在杭州

圆满举办。来自省内外标准化事业单位、

科研院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行业协会

以及企业等单位的 200余名学员参加培训。

培训围绕“企业标准化实践与能力提

升”主题，设置了丰富的培训内容，不仅

有理念、方法类内容，也有程序性内容。

培训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品字标团体标准

建设、标准化激励政策等热点问题，为学

员答疑解惑；邀请了标准化工作优秀企业

代表分享标准化实践经验，并精心组织学

员赴“天通国家标准创新基地”实地参观

与交流。课程增设 《课程满意度调查问

卷》，对学员感兴趣的主题及后续希望参加

的培训项目进行了调查。

本次培训获得了学员的好评，取得了

良好的培训效果。下一步，省标准院将以

《课程满意度调查问卷》为基础，深入挖掘

企业标准化的培训需求和合作需求，提升

“三服务”水平和成效，助力企业高质量发

展。

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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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TBT|2021年第 20-23周重点WTO/TBT通报 渊5.17-6.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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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Add.7 婴儿奶瓶和奶嘴的符合性评估要求 -合并版 巴西 5.17

2 G/TBT/N/BRA/1176
Inmetro 条例 N°205, 2021 年 5 月 3 日 (3 页,

葡萄牙语)
巴西 5.17

3 G/TBT/N/JPN/682/Add.1
根据《合理使用能源法》对经济产业省的部长条

例和通知的修订
日本 5.17

4 G/TBT/N/NZL/104/Add.1 消费者信息标准（食品来源）实施细则 2021 新西兰 5.17

5 G/TBT/N/AUS/130
WaterMark 认证计划 - WMTS-532:2021 - 预

包装废水抽水井 (16页,英文)

澳大利

亚
5.18

6
G/TBT/N/USA/1344/Add.

2
便携式电动按摩器和电池充电系统 美国 5.18

7
G/TBT/N/USA/1042/Add.

3
儿童折叠椅和折叠凳的安全标准 美国 5.18

8 G/TBT/N/ARG/338/Add.3
关于修改第 SC 465/2018 号决议“适用于所有

类型新鞋的标签要求”的决议
阿根廷 5.20

9 G/TBT/N/CAN/642

修改根据机动车安全法制定的若干规定的实施细

则 （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的最低声音要求）

（16页，有英文和法文版本）

加拿大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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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G/TBT/N/EU/802

欧盟委员会实施条例草案，规定了关于向参与向

欧盟进口有机产品的运营商、运营商集团和第三

国出口商颁发证书的某些规则，并根据欧洲议会

和理事会（EU） 2018/848号条例建立了认可的

控制机构和控制机构名单（4页，英文；6 页，

英文）

欧盟 5.20

11 G/TBT/N/JPN/690/Add.1
根据《合理使用能源法》对经济产业省的部长条

例和通知的修订
日本 5.20

12 G/TBT/N/KAZ/27
植物保护剂（杀虫剂）安全技术条例草案（26

页，哈萨克文；27页，俄文）

哈萨克

斯坦
5.20

13
G/TBT/N/USA/1003/Add.

4
能源节约计划：商业预冲洗喷水阀的测试程序 美国 5.21

14 G/TBT/N/SAU/1192
家用和类似电器 - 安全 - 第 2-30部分：对室

内加热器的特别要求（5页，英文）
沙特 5.25

15 G/TBT/N/ISR/1201

SI 1811 -从所有插入人体穿孔部位的柱子组件

和打算与皮肤直接和长期接触的物品中释放镍的

参考测试方法（29页，英文；5页，希伯来文）

以色列 5.26

16 G/TBT/N/ISR/1202
SI 16232:儿童使用和护理用品 -婴儿秋千（66

页，英文；6页，希伯来文）
以色列 5.26

17 G/TBT/N/ISR/1204

SI 60669第 1部分 -家用和类似固定电气装置

的开关：一般要求（144页，英文；8页，希伯

来文）

以色列 5.26

18 G/TBT/N/ISR/1205
SI 562第 1部分 --玩具的安全：机械和物理性

能（184页，英文；11页，希伯来文）
以色列 5.26

19 G/TBT/N/USA/897/Add.3
能源节约计划：封闭式终端空调和封闭式终端热

泵的测试程序
美国 5.27

20
G/TBT/N/USA/1729/A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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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5.27

21 G/TBT/N/USA/1734
能源节约计划：通用照明灯具的支撑要求 （5

页，英文）
美国 5.27

22 G/TBT/N/USA/1735
逐步减少氢氟碳化物。根据《美国创新和制造法

案》建立配额分配和交易计划（74页，英文）
美国 5.2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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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G/TBT/N/SAU/1143/Add.

2
食品的保质期 -第 1部分：强制性失效日期 沙特 5.28

24 G/TBT/N/ISR/1119/Add.1 SI 4295 -压力容器 以色列 5.31

25 G/TBT/N/ISR/1166/Add.1

SI 1888第 1部分 --儿童护理用品 --轮式儿

童交通工具。推车和婴儿车

SI 1888第 2部分 --儿童护理用品 --轮式儿

童运输工具。15公斤以上至 22公斤的儿童推椅

以色列 5.31

26 G/TBT/N/PHL/247/Rev.1
菲律宾空调能源标签计划实施指南（8 页，英

文）
菲律宾 5.31

27 G/TBT/N/PHL/248/Rev.1
菲律宾制冷设备能源标签计划实施指南（14页，

英文）
菲律宾 5.31

28 G/TBT/N/PHL/249/Rev.1 菲律宾电视能源标签计划实施指南（8页，英文） 菲律宾 5.31

29 G/TBT/N/PHL/250/Rev.1
菲律宾照明能源标签计划实施指南（29页，英

文）
菲律宾 5.31

30
G/TBT/N/USA/931/Rev.

1/Add.1
能源节约计划：吊扇的测试程序 美国 5.31

31 G/TBT/N/EU/803

根据欧洲议会和理事会（EC） 1907/2006号条例

第 57条（f）点，关于将间苯二酚确定为高度关

注物质的委员会执行决定草案（5页，英文)

欧盟 6.1

32 G/TBT/N/JPN/691/Add.1
修订经济产业省（METI）根据《合理使用能源

法》发出的通知
日本 6.1

33 G/TBT/N/KOR/964

- 音频 / 视频、信息和通信技术设备技术法规

（KC 62368-1） （383页，韩文）。

-电器和消费产品安全控制操作公告》拟议修正

案（25页，韩文版

-不符合标准的拟议修正案（7页，韩文）。

韩国 6.1

34 G/TBT/N/PHL/231/Add.1

第 2019-0019号行政命令“废除 2015年 9月 8

日第 2015-0038号行政命令，即取消从事某些

家用 /城市危险物质的进口商、出口商、制造商、

批发商、分销商、零售商或再包装商的许可要

求，以及取消上述产品的事先登记和 /或通知要

求”的实施指南

菲律宾 6.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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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G/TBT/N/GBR/39/Add.1
Covid-19检测条例[拟议标题]（09/04/21为原始

分发日期）
英国 6.3

36 G/TBT/N/USA/1600/Rev.1 能源标签规范（9页，英文） 美国 6.3

37 G/TBT/N/PHL/253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通告 No._____：关于外国药品

制造商更新现行良好生产规范（cGMP）许可的

临时指南（3页，英文）

菲律宾 6.4

38 G/TBT/N/CHL/553
街道照明用投射灯（区域投射灯）分析和 /或安

全测试议定书草案（11页，西班牙文）
智利 6.7

39 G/TBT/N/CHL/555
真空吸尘器和水吸式清洁装置安全分析和 /或测

试规程草案（11页，西班牙文）
智利 6.7

40 G/TBT/N/SAU/1174/Add.2
SASO 2884:2017/AMD4:2021-热水器 -能源性

能要求和标签
沙特 6.7

41 G/TBT/N/USA/649/Rev.1
能源节约计划：一般服务荧光灯、白炽灯反射器

和一般服务白炽灯的测试程序（34页，英文）
美国 6.7

42 G/TBT/N/USA/861/Add.7 能源节约计划：吊扇的节能标准 美国 6.7

43 G/TBT/N/USA/996/Add.3 能源节约计划：住宅除湿机的节能标准 美国 6.7

44 G/TBT/N/USA/1062/Add.7 能源节约计划：吊扇的节能标准 美国 6.7

45 G/TBT/N/RUS/119
海关联盟技术条例《机器和设备安全》第 4号修

正案草案（TR CU 010/2011） （7页，俄文）
俄罗斯 6.8

46 G/TBT/N/THA/617

关于音频 /视频、信息和通信技术设备的部长条

例草案 --第 1部分：安全要求（TIS 62368第

1-2563（2020）部分） （7页，泰文）

泰国 6.8

47 G/TBT/N/THA/618
食品用塑料袋部级条例草案 （TIS 1027-2564

(2021)） （17页，泰文）
泰国 6.9

48 G/TBT/N/THA/619

食品用塑料器具部级法规草案———第 1部分：聚

乙烯、聚丙烯、聚苯乙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

酯、聚乙烯醇和聚甲基戊烯 （TIS 655 Part

1-2553(2010)） （17页，泰文）

泰国 6.9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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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芽和无光泽；

（2） 对于不符合上一条规定的产品，

每批在数量或重量上允许最多 1.0%的杂

质；发霉、焦化、发芽、酸败和起皱缺陷

的总和最高为 5%，对于完全发霉的缺陷，

最多只允许数量或重量的 0.5%；

（3）进口包装杏仁、栗子、核桃和直

接供人类食用的干果的标记包括原产国和

进口商的企业名称、地址，标记或标签必

须易于看到且难以去除，并使用葡萄牙语，

符合特定法律规定的要求。（来源：海关

总署）

专题发布

49 G/TBT/N/THA/620

食品用塑料器具部级法规草案 --第 2部分：聚

氯乙烯、聚碳酸酯、聚酰胺和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TIS 655第 2-2554（2011）） （27页，泰文）

泰国 6.9

50 G/TBT/N/THA/621

食品用塑料器具部级法规草案 -第 3部分：丙烯

腈 -丁二烯 - 苯乙烯和苯乙烯 - 丙烯腈 （TIS

655 Part 3-2554(2011)） （16页，泰文）

泰国 6.9

51 G/TBT/N/THA/622
微波加热食品塑料袋部级法规草案 （TIS

3022-2563(2020)） （16页，英文）
泰国 6.9

52 G/TBT/N/USA/1623/Add.1 关于某些化学物质的重大新用途规则（20-5.B） 美国 6.9

53 G/TBT/N/USA/1628/Add.1 关于某些化学物质的重大新用途规则（20-6.B） 美国 6.9

54 G/TBT/N/USA/1635/Add.1 关于某些化学物质的重大新用途规则(20-7.B) 美国 6.9

55 G/TBT/N/USA/1642/Add.1

《监管灵活性法案》第 610条对与儿童产品认证

有关的测试和标签规定的审查，包括对部件测试

的依赖性

美国 6.9

56 G/TBT/N/USA/1671/Add.1 修改某些化学物质的重大新用途(20-2.M) 美国 6.9

渊上接第 35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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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第 20周我国产品受 RAPEX通报统计情况

消费品召回 |2021年第 20-23周欧盟

RAPEX对我国出口消费品召回情况

2021年第 20周欧盟 RAPEX通报情况

内容简介院
根据 2021 年第 20 周 RAPEX 预警通

报（5月 21日发布），本周欧盟发布了 28

例产品通报，我国大陆被通报的产品有 12

例，占全部通报的 42.9%，主要涉及首饰

类、电器设备类、防护设备类和玩具类。

通报国主要有爱尔兰、波兰、德国、法国、

芬兰、罗马尼亚、瑞典、斯洛伐克等 8个

国家，采取措施包括召回、撤出市场、销

毁产品、警告消费者风险、在线上市场下

架该产品、拒绝入境、为受影响的消费者

更换部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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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666/21 电器

设备类
芬兰 焊接机 Pitstone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974-1 召回

INFO/00112/
21 其他 爱尔兰

VR耳机
的泡沫面

部接口

Oculus Quest
2 化学危害

通用产品安

全指令

为受影响的消

费者更换接口

A12/00688/21 首饰类 瑞典 耳环
Fashion
Jewelry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0685/21 防护

设备类
罗马尼亚

颗粒过滤

面罩
未知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撤出市场

A12/00668/21 首饰类 法国 首饰套装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在线上市场下

架该产品

A11/00036/21 玩具类 波兰
毛绒玩具

套装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0676/21 玩具类 波兰 音乐玩具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0684/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颗粒过滤

面罩
GAOZHEN 健康危害/

其他
PPE 召回

A12/00674/21 玩具类 波兰 塑料玩具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曰 销
毁产品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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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耳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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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焊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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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74-1的相关要求遥

VR耳机的
泡沫面部接口

产品的泡沫中含有刺激皮肤和眼睛的物质袁 使用者可能会受到刺激遥 产品不符
合通用产品安全指令的要求遥

颗粒过滤面罩
该产品的有效过滤率不足/面罩与面部贴合度不够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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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绒玩具套装
该产品缝隙可触及填充材料袁 儿童可能将其吞食并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
和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三角警示牌
该产品的稳定性不足袁 翻倒后过往车辆不可见袁 可成为交通障碍袁 甚至会被其
他车辆撞击并引起事故遥 不符合欧洲经济委员会 渊ECE冤 第 27号法规的要求遥

伸缩玩具
该产品易被儿童吞咽袁 随着玩具的膨胀袁 导致致命的呼吸道阻塞或肠道阻塞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首饰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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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娃娃
该产品的塑料材料中邻苯二甲酸二 渊2-乙基己基冤 酯 渊DEHP冤 超标袁 可损害儿
童健康遥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本周被通报的 5类产品中玩具类 5例、

首饰类 2例、防护设备类 2例、电器设备

类 1例、其他类 2例。产品通报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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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682/21 其他 斯洛伐克
三角

警示牌
未知 受伤 ECE No. 27

警告消费者风

险曰 召回曰 撤
出市场

A12/0067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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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672/21 玩具类 波兰 塑料娃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拒绝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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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713/21 玩具类 斯洛伐克 泥玩具 未知 化学危害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3

警告消费者
风险曰

召回撤出市场

A12/00710/21 玩具类 斯洛伐克
拨浪鼓
套装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警告消费者
风险曰

召回撤出市场

A12/00714/21 玩具类 斯洛伐克
玩具枪
套装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警告消费者
风险曰

召回撤出市场

A12/007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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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消费者
风险曰

召回撤出市场

A12/00709/21 玩具类 斯洛伐克 木制玩具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警告消费者风
险曰 召回撤出
市场

A11/00038/21 电器
设备类

拉脱维亚 智能水壶 VIOMI 触电袁
火灾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1曰
EN 60335-2

撤出市场

表 2 第 21周我国产品受 RAPEX通报统计情况

2021年第 21周欧盟 RAPEX通报情况
内容简介院
根据 2021 年第 21 周 RAPEX 预警通

报（5月 28日发布），本周欧盟发布了 60

例产品通报，我国大陆被通报的产品有 27

例，占全部通报的 45%，主要涉及玩具类、

电器设备类、打火机类、灯串类、照明设

备类、激光笔类和厨房 / 烹饪配件类等 7

类。通报国主要有：奥地利、保加利亚、

波兰、荷兰、捷克、克罗地亚、拉脱维亚、

立陶宛、瑞典、斯洛伐克、匈牙利等，采

取措施包括召回、撤出市场、禁止销售、

销毁产品、警告消费者风险等。

专题发布

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音乐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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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玩具
该产品的塑料材料中邻苯二甲酸二 渊2-乙基己基冤 酯 渊DEHP冤 和邻苯二甲酸二
异丁酯 渊DIBP冤 超标袁 可损害儿童健康遥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13



《国际贸易技术壁垒》 2021/6 总第 2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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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7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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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702/21 打火机类 保加利亚
新奇
打火机

Deltasun 烧伤袁
火灾

(EU) 2016/
575 of 29曰 EN

13869
撤出市场

A12/00735/21 电器
设备类

瑞典 小烤箱 Andersson 触电袁
火灾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2-9

禁止销售曰
召回

A12/00715/21 玩具类 波兰 玩具粘液
Mega

Creative 化学危害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3

撤出市场曰
销毁产品

A12/007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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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出市场曰
召回

A12/00742/21 电器

设备类
匈牙利 吹风机 Kemei 烧伤袁 触

电袁 火灾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1曰 EN
60335-2-23

撤出市场

A12/00740/21 照明

设备类
匈牙利

便携式

LED灯
high

mountain
tiger

烧伤袁 触
电袁 火灾

低压指令曰
EN 60598

撤出市场曰
召回

A12/007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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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出市场曰
召回

A12/00722/21 玩具类 奥地利 婴儿娃娃 SHOV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曰
风险警告标记

产品

A12/00725/21 玩具类 捷克 气球 DONGFANG 化学危害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2 撤出市场

A12/0069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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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回

A12/00692/21 激光笔类 荷兰 激光笔 Topcom 视力损伤

通用产品安全

指令曰 EN
60825-1

撤出市场

A12/00691/21 激光笔类 荷兰 激光笔 Topcom 视力损伤

通用产品安全

指令曰 EN
60825-1

撤出市场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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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拨浪鼓套装
套装的瓶形拨浪鼓太小了袁 儿童可能将其放在嘴里并窒息遥 产品不符合玩具安
全指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71-1的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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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不符合玩具安全指
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71-1的要求遥

木制玩具
该产品小部件易脱落袁 儿童可能将其放在嘴里并窒息遥 产品不符合玩具安全指
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71-1的要求遥

玩具类 11例袁 占本周我国被通报产品的 40.74%

本周被通报的 7 类产品中玩具类 11

例、电器设备类 6例、灯串类 4例、激光

笔类 3例、照明设备类 1例、厨房 /烹饪配

件类 1例、打火机类 1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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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693/21 激光笔类 荷兰 激光笔 303 视力损伤

通用产品安全

指令曰 EN
60825-1

撤出市场

A12/00704/21 灯串类 匈牙利 灯串 REALM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598

撤出市场曰
召回

A11/00037/21 电器
设备类

匈牙利 胶枪 DGHL 烧伤袁
火灾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 撤出市场

A12/00743/21 玩具类 波兰 塑料玩具 Shun Long 受伤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0727/21 厨房/烹饪
配件类

克罗地亚 迷你烤箱 ECG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2-9 召回

A12/00720/21 电器

设备类
克罗地亚 延长线 Tedi 触电 低压指令

撤出市场曰 警
告消费者风险

A12/00733/21 电器

设备类
立陶宛

电池

充电器
Westrom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2

-29
撤出市场

A12/00739/21 玩具类 波兰
闪烁

溜溜球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销毁产品曰
撤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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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产品通报原因如下院

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迷你烤箱
接地保护不充分袁 产品绝缘不当袁 易触及带电部件遥 用户可能会接触到可触及
的带电部件并受到电击遥 产品不符合低压指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60335-2-9遥

新奇打火机

打火机对儿童很有吸引力袁 很容易被误认为是玩具遥 儿童可能会玩弄它并被灼
伤或引起火灾遥 产品不符合欧盟委员会 渊EU冤 第 2016/575号实施决定袁 以及欧
洲标准 EN 13869的要求遥

灯串

电缆未正确固定且太细遥 可触及的电线只有基本绝缘层袁 可能会接触到控制器
单元的锋利边缘遥 电缆可能会脱落或损坏袁 从而使带电导体可触及遥 电源插头
的尺寸远小于所需尺寸遥 用户可能会接触到可触及的带电部件袁 这可能会导致
触电遥 电缆可能会过热袁 导致烧伤或火灾遥 产品不符合低压指令和相关欧洲标
准 EN 60598的要求遥

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玩具枪套装
该产品小部件易脱落袁 儿童可能将其放在嘴里并窒息遥 产品不符合玩具安全指
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71-1的要求遥

玩具粘液
玩具中含有过量的硼袁 摄入或接触过量的硼可能会损害儿童的生殖系统袁 从而
损害他们的健康遥 产品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71-3的要求遥

婴儿娃娃
该产品的塑料材料中邻苯二甲酸二 渊2-乙基己基冤 酯 渊DEHP冤 超标袁 可损害儿
童健康遥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泥玩具
玩具中含有过量的硼袁 摄入或接触过量的硼可能会损害儿童的生殖系统袁 从而
损害他们的健康遥 产品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71-3的要求遥

气球
气球的橡胶含有过量的正亚硝胺和正亚硝基化合物袁 可通过食入或皮肤接触引
起癌症遥 产品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71-12遥

闪烁溜溜球

该玩具具有弹性袁 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被大大拉伸袁 儿童可能会在头部周围摆
动玩具并在脖子上扭动袁 导致窒息遥 产品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71-1的要求遥

伸缩玩具
该产品易被儿童吞咽袁 随着玩具的膨胀袁 导致致命的呼吸道阻塞或肠道阻塞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塑料玩具
玩具包含突出部分 渊如塑料环尧 绿色和橙色键冤袁 这些突出的部分在放入口中时
会造成伤害遥 产品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71-1的要求遥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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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 22周欧盟 RAPEX通报情况
内容简介院
根据 2021 年第 22 周 RAPEX 预警通

报 （6 月 4 日发布），本周欧盟发布了 61

例产品通报，我国大陆被通报的产品有 26

例，占全部通报的 42.6%，主要涉及灯串

类、防护设备类、玩具类、爱好 /运动器材

类、机械类和电器设备类等 6大类。通报

国主要有：爱沙尼亚、波兰、德国、法国、

芬兰、罗马尼亚、马耳他、匈牙利等，采

取的措施包括：撤出市场、从线上市场下

架该产品、召回、拒绝入境等。

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便携式 LED灯

电源线内的电缆太细遥 它们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过热遥 电源插头和输出连接器
的针脚绝缘和尺寸不合适袁 容易接触到带电部件遥 灯具集成插头的塑料部分由
可燃材料制成遥 无需使用任何工具即可接触到带电部件遥 用户可能会因此遭受
灼伤尧 触电或产品可能引起火灾遥 产品不符合低压指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60598的要求遥

智能水壶

水壶底座上的触点连接不符合防潮要求遥 如果液体溅到支架上袁 则存在触电和
电源短路的风险遥 产品不符合低压指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60335-1 和 EN
60335-2的要求遥

激光笔
激光束太强大了遥 直接观察激光束可能会损坏视线遥 产品不符合一般产品安全
指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60825-1的要求遥

胶枪
电源线中电线的横截面积太细遥 电缆可能会过热袁 导致火灾和烧伤遥 产品不符
合低压指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60335的要求遥

延长线
产品的材料对异常热的抵抗力不足袁 其外壳可能会变形袁 从而导致带电部件可
触及遥 用户可能会触摸它们并遭受烧伤或触电遥 产品不符合低压指令的要求遥

吹风机

吹风机没有热切断装置遥 外壳的塑料材料是可燃的遥 吹风机在使用过程中可能
会过热并着火袁 从而导致用户灼伤遥 加热器与安全格栅之间的距离小于要求遥
用户可能会接触带电部件并受到电击遥 产品不符合低压指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60335-1和 EN 60335-2-23的要求遥

电池充电器

电气绝缘和爬电/间隙距离不足遥 用户可能会受到带电部件的电击遥 带电部件可
能会变得可触及袁 人可能会接触到它们并受到电击遥 产品不符合低压指令和相
关欧洲标准 EN 60335-2-29遥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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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1年第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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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791/21 灯串类 法国 灯串 未知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598-1曰 EN
60598-2-20曰
EN 61347-1曰

EN61347-2-13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0770/21 防护

设备类
马耳他

颗粒过滤

面罩
FRIEND JI 窒息 PPE曰 EN 149 召回

A12/00769/21 防护

设备类
马耳他

颗粒过滤

面罩
未知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召回

A12/00768/21 防护

设备类
罗马尼亚

颗粒过滤

面罩
YWSH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撤出市场

A12/00766/21 玩具类 波兰
塑料娃娃

配件套装
CERLO 化学危害 REACH 拒绝入境

A12/00757/21 玩具类 波兰
塑料娃娃

配件套装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拒绝入境

A12/00763/21 玩具类 波兰
塑料娃娃

配件套装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拒绝入境

A12/00764/21 玩具类 波兰
塑料娃娃

配件套装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拒绝入境

A12/00796/21 玩具类 波兰
塑料娃娃

配件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拒绝入境

A12/00797/21 玩具类 波兰
塑料娃娃

配件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拒绝入境

A12/00798/21 玩具类 波兰
塑料娃娃

配件套装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拒绝入境

A12/00799/21 玩具类 波兰
塑料娃娃

配件套装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拒绝入境

A12/00795/21 玩具类 波兰
塑料娃娃

配件套装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拒绝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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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785/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KN95口
罩一次性

防护口罩

MDWayson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0782/21 玩具类 波兰
可扩展

玩具
未知

窒息袁
受伤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0781/21 机械类 芬兰

农用千斤

顶/齿轮齿
条式千斤顶

Tamforce 受伤
机械指令曰 EN

1494 召回

A12/00786/21 玩具类 波兰
可扩展

玩具
未知

窒息袁
受伤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0776/21 机械类 匈牙利
电动

滑板车
FOREVER 烧伤袁 火

灾袁 受伤
机械指令曰 EN
62133-2曰 EN

71-1
撤出市场曰
召回

A12/00777/21 机械类 匈牙利
电动

滑板车
DENVER 烧伤袁 火

灾袁 受伤
机械指令曰 EN
62133-2曰 EN

71-1
撤出市场曰
召回

A12/00800/21 电器

设备类
匈牙利 潜水泵

MICUL
FERMIER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2-41.

撤出市场曰
召回

A12/00793/21 玩具类 波兰 跳跳球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拒绝入境

A12/00771/21 防护

设备类
爱沙尼亚

颗粒过滤

面罩
未知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撤出市场曰
召回

A12/00778/21 爱好/运动
器材类

匈牙利 自平衡车 Kawasaki 烧伤袁 火
灾袁 受伤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1曰 EN
60335-2曰 EN

62133-2

召回曰 撤出
市场

A12/00787/21 玩具类 波兰
可扩展

玩具
未知

窒息袁
受伤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0794/21 玩具类 波兰
塑料娃娃

配件套装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拒绝入境

A12/00792/21 玩具类 波兰
塑料娃娃

配件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拒绝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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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塑料娃娃配件

该产品的塑料材料中邻苯二甲酸二 渊2-乙基己基冤 酯 渊DEHP冤尧 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
渊DINP冤 和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渊DBP冤 超标袁 可损害儿童健康遥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
相关要求遥

塑料娃娃配件

套装

该产品的塑料材料中邻苯二甲酸二 渊2-乙基己基冤 酯 渊DEHP冤 超标袁 可损害儿童健
康遥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跳跳球
该产品的塑料材料含有过量的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袁 这种邻苯二甲酸酯可能会损害儿
童的健康袁 并可能对他们的生殖系统造成损害遥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可扩展玩具
该产品易被儿童吞咽袁 随着玩具的膨胀袁 导致致命的呼吸道阻塞或肠道阻塞遥 不符合
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各类产品通报原因如下院

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灯串

该产品内部电路和外壳之间的绝缘不足遥 因此袁 产品的外壳可能会带电袁 增加用户触
电的风险遥 产品不符合低压指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60598-1尧 EN 60598-2-20尧 EN
61347-1和 EN 61347-2-13的要求遥

潜水泵

电源线未正确固定遥 易触及的电线可能会接触到外壳部件的锋利边缘遥 电缆可能会脱
落或损坏袁 从而使带电导体可触及遥 由于保护导体的连续性可能中断袁 可触及的金属
部件可能会带电遥 用户可能会接触到可触及的带电部件袁 这可能会导致触电遥 产品不
符合低压指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60335-2-41的要求遥

自平衡车

电池没有监测电池温度的装置袁 因此在充电过程中可能会过热袁 并且气垫板盖可能会
着火遥 该产品可能会引起火灾袁 用户可能会被灼伤遥 此外袁 该产品的质量较差袁 如暴
露在两个电机之间运动的电源线穿过两端有毛刺边缘的钢管遥 在产品的使用寿命期间袁
电源线的绝缘会被锋利的边缘损坏袁 从而导致电池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短路和爆
炸遥 因此袁 用户可能会失去控制并从滑板车上掉下来并受伤遥 产品不符合低压指令和
相关欧洲标准 EN 60335-1尧 EN 60335-2和 EN 62133-2的要求遥

专题发布

本周被通报的 6类产品中：玩具类 15

例、防护设备类 5例、机械类 3例、灯串

类 1例、业余爱好 /运动器材类 1例、电器

设备类 1例。其中：

玩具类 15例袁 占本周我国被通报产品的 57.69%

20



《国际贸易技术壁垒》 2021/6总第 204期

表 4 2021年第 23周我国产品受 RAPEX通报统计情况

2021年第 23周欧盟 RAPEX通报情况
内容简介院
根据 2021 年第 23 周 RAPEX 预警通

报（6月 11日发布），本周欧盟发布了 61

例产品通报，我国大陆被通报的产品有 30

例，占全部通报的 49.2%，主要涉及玩具

类、防护设备类、服装、纺织品和时尚用

品类、儿童用品类、爱好 /运动器材类、激

光笔类和电器设备类等 9类。通报国主要

有爱沙尼亚、比利时、波兰、德国、法国、

芬兰、荷兰、卢森堡、罗马尼亚、塞浦路

斯、匈牙利、意大利等，采取措施包括禁

止营销该产品和任何相关措施、撤出市场、

在线上市场下架该产品、销毁产品、警告

消费者风险、召回、停止销售等。

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KN95口罩一次
性防护口罩

该产品带有 CE标志袁 但其过滤能力未经相关的欧洲合格评定机构测试袁 另外材料的
颗粒/过滤器截留率不足遥 因此袁袁 即使与其他推荐措施相结合袁 也可能无法妥善保护遥
不符合个人防护装备法规和 EN 1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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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滑板车

电池没有监测电池温度的装置袁 因此在充电期间它可能会过热袁 并且电动滑板车可能
会点燃遥 该产品可能会引起火灾袁 用户可能会遭受灼伤遥 此外袁 滑板车把手的末端直
径比要求的要小袁 因此在用户骑滑板车时袁 用户的手可能会滑落遥 此外袁 车把上的锁
孔直径大于要求值袁 并且在孔处形成剪切点袁 可能会导致手指受伤遥 产品不符合机械
指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62133-2和欧洲标准 EN 71-1的要求遥

农用千斤顶/齿
轮齿条式千斤顶

千斤顶对负载的抵抗力不够袁 可能无法正确提升或降低负载遥 因此袁 负载可能会无法
控制地掉落并导致用户受伤遥 产品不符合机械指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1494的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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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839/21 玩具类 比利时 玩具鼓 未知 窒息
一般产品
安全指令曰
EN 71-1

禁止营销该
产品和任何
相关措施

A12/00814/21 防护

设备类
意大利

颗粒过滤

面罩
DFM-01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撤出市场

A12/00817/21 首饰类 法国 戒指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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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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841/21 玩具类 波兰
闪烁
溜溜球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0815/21 玩具类 塞浦路斯 玩具 未知 化学危害

玩具

安全指令曰
EN 71-12

撤出市场

A12/00816/21 玩具类 塞浦路斯 玩具
METALLIC
BALLOONS 化学危害

玩具
安全指令曰
EN 71-12

撤出市场

INFO/00124/
21

防护

设备类
卢森堡

颗粒过滤

面罩
Barbeador 窒息 PPE曰 EN 149 销毁产品

A12/00823/21
服装尧 纺
织品和时

尚用品类

罗马尼亚
假指甲和

自粘睫毛
Yu Yao 化学危害 化妆品法规 撤出市场

A12/00838/21
服装尧 纺
织品和时

尚用品类

罗马尼亚 假指甲 AB Nails 化学危害 化妆品法规 撤出市场

A12/00826/21
服装尧 纺
织品和时

尚用品类

罗马尼亚 假指甲 EM? 化学危害 化妆品法规 撤出市场

A12/00825/21
服装尧 纺
织品和时

尚用品类

罗马尼亚 假指甲
Guda

Beauty 化学危害 化妆品法规 撤出市场

A12/00820/21
服装尧 纺
织品和时

尚用品类

罗马尼亚 假指甲
Xucai
Beauty 化学危害 化妆品法规 撤出市场

A12/00819/21
服装尧 纺
织品和时

尚用品类

罗马尼亚 假指甲 Allura 化学危害 化妆品法规 撤出市场

A12/00850/21 儿童

用品类
德国 婴儿睡袋 Disney 化学危害 REACH

警告消费者

风险曰 召回曰
停止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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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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00122/
21

防护
设备类

爱沙尼亚
颗粒过滤
面罩

HUAMIN 健康危害/
其他

PPE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INFO/00123/
21

防护

设备类
爱沙尼亚

颗粒过滤

面罩

KAYLEIN鄄
STER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1/00040/21 电器

设备类
匈牙利 暖风机 SENCOR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2-30 撤出市场

A12/00808/21 防护

设备类
爱沙尼亚

颗粒过滤

面罩
未知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曰
召回

A12/00840/21 爱好/运动
器材类

匈牙利 自平衡车 未知

烧伤袁 触
电袁 火灾袁
受伤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1曰
EN 60335-2曰
EN 62133-2

撤出市场

A12/00803/21 激光笔类 荷兰 激光笔 Winnes 视力损害

一般产品

安全指令曰
EN 60825-1

撤出市场

INFO/00119/
21 激光笔类 荷兰 激光笔 未知 视力损害

一般产品

安全指令曰
EN 60825-1

撤出市场

A12/00810/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颗粒过滤

面罩
NQX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曰
召回

A12/00835/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颗粒过滤

面罩
Sunqomo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警告消费者

风险

A12/008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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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消费者

风险

A12/00837/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颗粒过滤

面罩
Everise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警告消费者

风险

INFO/00121/
21

防护

设备类
爱沙尼亚

颗粒过滤

面罩
Jun Yue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在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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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自平衡车

缺少监测电池温度的装置袁 因此在充电过程中可能会过热袁 并且气垫板盖可能
会着火曰 插座的尺寸和充电器原边和副边之间的扁平插头和绝缘不合适袁 用户
可能会接触到可触及的带电部件而受到电击曰 电源线暴露在两个电机之间的运
动中袁 两端有毛刺的钢管穿过袁 在产品的使用寿命期间袁 电源线的绝缘可能被
锋利的边缘损坏袁 电池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短路爆炸遥 产品不符合低压指令和
相关欧洲标准 EN 60335-1尧 EN 60335-2和 EN 62133-2的要求遥

其他产品通报原因如下院

本周被通报的 9类产品中：防护设备

类 10 例，服装、纺织品和时尚用品类 7

例，玩具类 5例，电器设备类 2例，激光

笔类 2例，儿童设备类 1例，儿童用品类 1

例，爱好 /运动器材类 1例，首饰类 1例。

其中：

防护设备类 10例袁 占本周我国被通报
产品的 33.33%

主要涉及颗粒过滤面罩，被通报原因

包括：（1）过滤材料的物理阻力太高，可

能阻止足够量的空气被呼出，并有可能导

致用户窒息；（2）产品滤能力尚未得到相

关欧洲机构的认证；（3）产品带有 CE标

记，但未经相关机构认证为防护设备；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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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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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1/00042/21 电器

设备类
匈牙利

USB
充电器

Qualcomm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IEC 62368 撤出市场

A12/00834/21
服装尧 纺
织品和时

尚用品类

罗马尼亚
儿童

夹克衫

YZ
IMPREUNA 受伤

一般产品

安全指令曰
EN 14682

撤出市场

A12/00849/21 儿童

设备类
芬兰 婴儿窝 OOTDTY 窒息袁 窒息

一般产品

安全指令曰
EN 16890袁
EN 16780曰
EN 16781

警告消费者

风险

A11/00041/21 玩具类 法国

游戏框架

与滑梯

和秋千

MAXITOYS 环境危害袁
受伤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8
撤出市场曰
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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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激光笔
激光束太强大了遥 直接观察激光束可能会损坏视线遥 产品不符合一般产品安全
指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60825-1的要求遥

戒指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镉和镍袁 可损害人体健康袁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闪烁溜溜球

该玩具具有弹性袁 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被大大拉伸袁 儿童可能会在头部周围摆
动玩具并在脖子上扭动袁 导致窒息遥 产品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71-1的要求遥

玩具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亚硝胺袁 摄入或皮肤接触可致癌遥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
要求遥

玩具鼓
该产品小部件易脱落袁 儿童可能将其放在嘴里并窒息遥 产品不符合玩具安全指
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71-1的要求遥

游戏框架与滑梯和秋千 该玩具有部分封闭的开口和可接近的孔 渊在面对面秋千的座椅和靠背之间冤袁 儿童
可能会被困或受伤遥 产品不符合一般产品安全指令和欧洲标准 EN 71-1的要求遥

USB充电器 产品的绝缘性不足袁 用户可触及带电部件遥 产品不符合低压指令和相关标准 EN
IEC 62368的要求遥

暖风机

在设备内部袁 电源线可能会因固定不当而松动袁 并可能接触到未接地的尧 可触
及的金属部件 渊保护格栅冤遥 用户可能会接触带电部件袁 导致触电遥 产品不符合
低压指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60335-2-30的要求遥

婴儿窝

该产品的绳索很长袁 可能会导致婴儿被勒死遥 它还具有可拆卸的小部件袁 儿童
可以轻松接触尧 放入口中和窒息袁 如果这些小部件进入呼吸道袁 则有额外的感
染风险遥 产品不符合一般产品安全指令和标准 EN 16890尧 EN 16780 和 EN
16781的要求遥

婴儿睡袋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镍袁 可损害人体健康袁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儿童夹克衫
该产品在腰部有长功能绳遥 在儿童的各种活动中袁 这些绳索可能会被卡住袁 从
而导致受伤遥 产品不符合一般产品安全指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14682的要求遥

假指甲
胶水中含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渊DBP冤袁 可对生殖系统或未出生的婴儿造成损害袁
产品不符合化妆品法规遥

假指甲和自粘睫毛
胶水中含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渊DBP冤袁 可对生殖系统或未出生的婴儿造成损害袁
产品不符合化妆品法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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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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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儿睡袋 The TJX 2021/5/5

颈部开口的大小

对于 0 至 6 个月

的婴儿而言太大，

可能会使婴儿的

头滑入睡袋并被

睡袋覆盖，从而

有窒息的危险。

没有报道。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被召

回的婴儿睡袋，并与 TJX联

系以获取有关如何参与召回

并获得全额退款或商店礼品

卡选择的说明。

倾斜式婴

儿床

Kolcraft

Enter-

prises

2021/5/5

据报道，婴儿从

背部向腹部或侧

面滚动，或在其

他情况下，该睡

眠产品可能会导

致婴儿死亡。

没有报道。

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被召回

的倾斜式婴儿床，并与

Kolcraft取得 35美元的代金

券，该代金券可在 www.

Kolcraft.com 上使用或获得

20美元的退款。该凭证可使

用至 2022 年 2 月 20 日。

Kolcraft 会直接通过明信片

通过明信片与所有注册所有

者和已知购买者联系。消费

者可以在没有倾斜的卧铺配

件的情况下继续使用摇篮。

毛巾架
Clawfoot

Supply
2021/5/5

如果使用毛巾架

提供身体支撑，

则产品可能会破

裂，造成跌落和

受伤危险。

Signature Hardware

已收到 13条关于毛巾

杆和扶手分离或部分

分离的报告，其中包

括 2 项消费者跌倒的

报告。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被召

回的产品，并与 Signature

Hardware 联系以获取全额

退款或免费更换。

消费品召回 |2021年 5月美国 CPSC

对中国内地出口消费品召回情况

2021年 5月，美国对中国内地产淋浴

凳、毛巾架、女童羽绒夹克、劈木机、倾

斜式婴儿床、秋千、全地形车、手表、烟

雾 /一氧化碳警报器、婴儿车、婴儿睡袋、

折叠椅和高脚凳、蒸汽挂烫机、自行车踏

板等 14项产品实施召回，被召回产品大致

存在导致撞车、烧伤、跌落、窒息、火灾

等危险。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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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雾 /一

氧化碳警

报器

Walter

Kidde

Portable

Equip-

ment

Company

2021/5/6

烟雾警报器和烟

雾 / 一 氧 化 碳

（CO） 组合警报

可能无法提醒消

费者发生火灾。

没有报道。

消费者应立即联系 Kidde 以

获得免费更换警报。消费者

应继续使用被召回的警报，

直到他们安装替换警报为

止。

全地形车 CFMO-

TO
2021/5/6

电子 助 力 转向

（EPS）可能会发

生故障，并导致

骑手失去对车辆

的控制，从而造

成撞车危险。

CFMOTO 已收到 EPS

失败和车辆失控的 3

份报告。 据报有 2 人

受伤。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被召

回的 ATV，并与 CFMOTO

经销商联系以安排免费维

修。 CFMOTO 正在直接与

所有注册的所有者和经销商

联系。

劈木机
Briggs &

Stratton
2021/5/12

错误的发动机点

火线圈和飞轮会

导致起动困难和

发动机反冲，对

操作人员造成伤

害危险。

该公司有 2 起事件导

致手腕断裂。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召回

的 劈 木 机 ， 并 联 系

Briggs＆Stratton 授权经销

商进行免费检查和维修。

手表 K & M 2021/5/12

手表内的纽扣电

池可能掉落，对

儿童造成电池摄

入和窒息的危险。

没有报道。

消费者应立即将手表从儿童

那里拿走，停止使用它们，

并与Wild Republic联系以获

得全额退款。

秋千

Leisure

Time

Products

2021/5/13

将秋千吊架连接

到上管的附件可

能会失效，从而

造成人身伤害危

险。

Leisure Time Products

已收到 3 份有关秋千

吊架附件故障的报告，

这导致秋千的一侧坠

落。 没有受伤的报

道。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召回

的秋千，并联系 Leisure

Time Products 以获取免费

维修套件。 Leisure Time

Products正直接与所有购买

者联系。

折叠椅和

高脚凳

Cheyenn

e
2021/5/19

将支腿连接到座

椅底部的焊缝可

能会断裂，有坠

落的危险。

该公司已经收到 41起

关于将支腿连接到椅

子底部的焊接事故的

报告，造成 19 人受

伤，其中包括 4 起骨

折报告和 1 起韧带撕

裂报告。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召回

的折叠椅和高脚凳，并与

Cheyenne 联系以获得全额

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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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挂烫

机
HSN 2021/5/26

召回的手持式电

熨斗在使用过程

中可能排出、喷

洒或泄漏热水，

对消费者造成严

重的灼伤危险。

HSN 已收到 227 起蒸

汽喷溅或泄漏的报告，

其中 106起烧伤报告。

这些报告包括 8 例二

度烧伤和 6 例三度烧

伤。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召回

的蒸汽挂烫机，并联系

HSN，了解如何获得 2018年

1月至 2020年 12月购买的产

品的全额退款、2015年 1月

至 2017年 12月购买的产品

的部分退款或购买产品的代金

券2015年 1月之前。

婴儿车
ErgoBa-

by
2021/5/26

当孩子在婴儿车

中时，一些扣上

释放安全带的按

钮可能会在用户

按下时断裂和分

离，从而难以释

放，并对幼儿构

成窒息危险。

该公司已收到 15 份消

费者报告，其中扣上

的按钮释放安全带在

用户按下时断裂和分

离，导致扣环难以释

放。 没有人员受伤的

报告。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召回

的婴儿车，并联系 Ergobaby

获取说明和完全免费更换的

带扣约束安全带。

女童羽绒

夹克

J.C.

Penney
2021/5/26

羽绒夹克在衣服

底部区域的衬里

内有一条束带。

拉绳可能会缠住

或缠在操场滑梯、

扶手、校车门或

其他移动物体上，

对儿童构成缠绕

危险。

没有报道。

消费者应立即将召回的夹克

从儿童手中拿走，剪断并去

除束带以消除危险，或联系

JCPenney 获取有关如何退

回夹克的说明并获得原购买

价格的全额退款，包括运费。

淋浴凳 Target 2021/5/26

淋浴凳在使用时

会变得不稳定或

变滑，导致凳子

翻倒，造成跌倒

危险。

Target 已收到 12起消

费者从召回的淋浴凳

上跌落的报告，其中

包括 4 起瘀伤、磕碰

和划伤报告，以及 1

起手臂扭伤报告。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召回

的淋浴凳，并将淋浴凳退回

任何 Target 商店或 联 系

Target以获得全额退款。

自行车踏

板

Trek

Bicycle
2021/5/26

如果召回的踏板

在组装过程中被

零售商错误安装，

它们可能会从自

行车的曲柄臂上

脱落，对骑手造

成跌倒和受伤的

危险。

Trek 已收到 132 份关

于召回踏板松动，锁

定或掉落的报告，其

中 7 份报告称骑车者

摔倒并受伤，包括擦

伤，擦伤和皮疹。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配备

召回踏板的自行车，并联系

当地的 Trek授权零售商，获

取免费安装更换踏板的说

明。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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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专题

韩国发布《器具及容器、包装的标准

及规格》部分修改草案

2021 年 5月 28 日，韩国食品药品安

全部 （MFDS） 发布了第 2021-234 号公

告，拟修改《器具及容器、包装的标准及

规格》的部分内容，其主要内容如下：

1.改善合成树脂回收利用标准。

制定在食品容器的食品接触面上使用

物理方式回收的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原料的认证标准。

2. 制定活性、智能容器、包装的生产

标准。

制定使用活性、智能（功能型）物质

材料的容器、包装的生产标准。

3.明确规定合成树脂材质的分类。

为方便辨认，根据材质特性，将合成

树脂材料重新分为 9类。

4.明确规定各类材质的规格。

为方便理解，以表格形式重新整理纸

质材料等各类材质的规格。

5.增设聚酮类材质规格。

1）将聚酮材质增加到合成树脂中，并

规定其规格。

6.修改试验方法及语句。

1）修改原材料标准中铅等的规格，使

其与其他规格的表达方式一致。

2）选择溶出试验溶液时，明确脂肪性

食品的概念。

3）在着色剂、二氧化硫等试验方法中

增设仪器分析法（LC, LC-MS, IC）。

4）改善标准溶液及试液的制备方法。

以上意见征集时间截止至 2021年 7月

27日。（来源：食品伙伴网）

墨西哥发布新修订的预包装食品

标签手册

2021 年 5月 24日，墨西哥健康与卫

生风险管理局（COFEPRIS）发布了一份手

册，以明确预包装食品和非酒精饮料所需

的商业和卫生信息。手册的主要内容包括：

（1）一般标签要求

（2）预包装产品的名称必须以粗体显

示在标签的主展示面上，与产品设计时的

底部平行；

（3）单独销售的预包装产品的标签上

一带一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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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列出成分清单，成分列表必须以西班

牙语“Ingredientes” （成分）一词开头。

预包装食品或非酒精饮料的成分必须按质

量与质量（m/m）比的数量顺序列出；

（4）营养标签：营养声明上印刷的信

息必须以至少 1.5毫米高的字体大小呈现；

（5）免于附加营养信息产品：婴儿配

方奶粉、有特殊营养需求的婴儿配方奶粉、

后续配方奶粉和满足特殊营养需求的后续

配方奶粉；植物油、植物或动物脂肪；糖、

蜂蜜、碘盐和氟化碘盐，以及谷物粉。

（来源：海关总署）

欧盟更新玩具安全指令 2009/48/EC

的协调标准 EN 71-7、EN 71-12、

EN IEC 62115

2021 年 5 月 31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

了执行决议(EU) 2021/867，更新玩具安全

指令 2009/48/EC参照的协调标准。

更新涉及 EN 71-7、EN 71-12 和 EN

IEC 62115三项玩具标准。

从发布即日起（从 2021年 5月 31日

起）：

（1） EN 71-7:2014+A3:2020《玩具安

全 -第 7部分：指画颜料 -要求和测试方

法》将被列为玩具安全指令的协调标准。

先前版本 EN 71-7:2014+A2:2018 将于

2021年 11月 28日撤回；

（2） EN 71-12:2016《玩具安全 - 第

12部分：N-亚硝胺和 N-亚硝基化合物》

将被列为玩具安全指令的协调标准。先前

版本 EN 71-12:2013 将于 2021 年 11 月

28日撤回；

（3） EN IEC 62115:2020及其修订 EN

IEC 62115:2020/A11:2020《电玩具的安

全》将被列为玩具安全指令的协调标准。

先前版本，即 EN 62115:2005及其相关修

订，将于 2022年 2月 21日撤回。

玩具安全指令 2009/48/EC参照的协调

标准完整列表 （自 2021 年 5 月 31 日起）

如下表：

一带一路专题

序号 参照标准 被替代标准

被替代标准

不再作为协调

标准的日期

1. EN 71-1:2014+A1:2018 - --

2. EN 71-2:2011+A1:2014 -- --

3. EN 71-3:2019 -- --

4. EN 71-4:2013 -- --

5. EN 71-5:20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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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照标准 被替代标准

被替代标准

不再作为协调

标准的日期

6. EN 71-7:2014+A3:2020

EN 71-7:2014+A2:2018（备注：对于允许使用的防

腐剂氯咪巴唑，最大允许浓度为 0.2% （而不是

0.5%））

2021年

11月 28日

7. EN 71-8:2018 -- --

8. EN 71-12:2016(*注) EN 71-12:2013
2021年

11月 28日

9. EN 71-13:2014 -- --

10. EN 71-14:2018 -- --

11.

EN IEC 62115:2020EN

IEC 62115:2020/A11:

2020

EN 62115:2005IEC 62115:2003 (Modified) + A1:

2004EN 62115:2005/A11:2012/AC:2013EN 62115:

2005/A11:2012EN 62115:2005/A12:2015EN 62115:

2005/A2:2011/AC:2011EN 62115:2005/A2:2011IEC

62115:2003/A2:2010 (Modified)

2022年

2月 21日

*注院 标准 EN 71-12:2016中第 4.2条表 2第 a点中的限值 渊即针对意图供 36个月以下儿童使用袁 且
意图或可能放入口中的弹性体玩具的限值冤 低于玩具安全指令 2009/48/EC附件 II第 III部分第 8点中规定
的符合的限值遥 这些限值具体如下遥

物质 标准 EN 71-12:2016 玩具安全指令 2009/48/EC

N-亚硝胺 0.01 mg/kg 0.05 mg/kg

N-亚硝基化合物 0.1 mg/kg 1 mg/kg

（来源：intert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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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批准增加玩具安全指令

2009/48/EC中的苯胺限用

2021年 6月 4日，欧盟委员会批准委

员会指令(EU) 2021/903，修订玩具安全指

令 2009/48/EC，对某些玩具材料中的苯胺

设定限值。成员国将从 2022年 12月 5日

起执行这些限值。

苯胺限值将新增至玩具安全指令附件 II

附录 C中，其规定了 36个月以下儿童使用

的玩具或其他意图放入口中的玩具中的有

害化学物质要求。苯胺的限值具体如下：

一带一路专题

物质 CAS号 限值

苯胺 62-53-3

- 30 mg/kg，对于经还原裂解后，玩具的纺织品材料和皮革材料中的苯胺 -

10 mg/kg，对于指画颜料中的游离苯胺 - 30 mg/kg，对于经还原裂解后，指

画颜料中的苯胺

欧盟修订化妆品法规

2021 年 5 月 28 日，欧盟官方公报发

布委员会法规（EU） 2021/580，修订关于

挂装品的（EC）第 1223/2009号法规。部

分修订内容见下表，该法规自发布之日起

后第 20天生效。

（来源：intertek）

成分名称 产品类型 最大浓度限值 其他要求

水杨酸

洗护发产品 3.00%

不适用于三岁以下儿

童。不得用于口服产

品。不得用于可能吸入

产品

除身体乳、眼影、睫毛膏、眼线笔、口红、

除臭剂外的其他产品
2.00%

身体乳、眼影、睫毛膏、眼线笔、口红、除

臭剂
0.50%

二氧化钛

面部散粉 25%

仅用作色素
头发喷雾剂

普通级 1.4%；

专家级 1.1%

其他产品 不得用于可能吸入产品

（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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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晤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6月 1日在贵阳

出席金砖国家外长视频会晤。本次会议由

2021年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印度外长苏杰

生主持，南非外长潘多尔、巴西外长弗兰

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等出席。

王毅表示，今年是金砖国家概念提出

20周年，也是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机制建立

15 周年。金砖国家要共同擦亮金砖这块

“金字招牌”，为促进全球团结扛起金砖责

任，为破解治理赤字提供金砖智慧，为应

对共同挑战贡献金砖力量。

王毅建议：第一，推进全球团结抗疫，

做人类健康的守护者。第二，践行真正多

边主义，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第三，助

力世界经济复苏，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第四，化解地区冲突对抗，做世界和平的

建设者。他表示，希望金砖五国更加紧密

团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维护国际

和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做出金砖国家新的

贡献。

与会各国外长就当前国际和地区热点

问题以及金砖国家合作等深入交换了意见，

并就当前国际抗疫进行了深入讨论。

会晤发表了 《金砖国家关于加强和改

革多边体系的联合声明》和《金砖国家外

长会晤新闻公报》。（来源：新华社）

中俄双方共话标准化抗疫实践

为更好的为全球贡献中俄双方在标准

化助力防控公共卫生危机方面的经验和智

慧，5月 28日，“中俄疫情期间防护安全

活动标准研讨会”在线举行。中俄双方就

加强标准信息共享、共同研制疫情防控国

际标准、促进疫情防控安全标准体系相互

兼容、实现防疫产品标准互认等达成合作

共识，将进一步以标准促进世界互联互通。

自去年疫情爆发以来，我国充分发挥

标准在疫情防控领域的积极作用，在标准

供给、宣贯与培训、标准服务等多个领域，

为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了技术保

障和标准化支撑。浙江作为我国第一个启

动“一级应急预案”的省份，在疫情期间，

用全天候的标准技术服务，助力提升疫情

防控效率和质量：一是建设防疫标准信息

服务平台，提供一站式跨场景服务。研究

金砖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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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冠肺炎防护防疫标准公共服务平

台”，向社会免费提供集成标准获取、标准

解读、产品检测、条码办理等功能的一站

式服务，疫情期间浏览量超 16万次，完成

疫情防控产品检测订单近 2万单。二是因

时制宜优化工作流程，促进防疫经验快速

转化。迅速启动标准研制快速通道，研制

发布《传染病防控 人员健康码管理规范》

等 12项疫情防控系列标准；由我省主导提

出的《系统和软件生存周期过程方法在疫

情防控系统中的应用》 国际标准获

ISO/IEC/IEEE 共同立项，标志着我国数字

化疫情防控经验获国际认可，将更好为全

球疫情防控系统和软件的高效精准开发贡

献中国方案。三是深化标准服务，切实帮

助企业高质量发展。围绕医用口罩、医用

防护服、橡胶手套等防疫物资开展国内外

标准研究和关键技术指标分析，为防护产

品进口检验和出口生产检验、公众防护产

品选用等提供指引；主动协调国家物品编

码中心，建立商品条码“非接触服务”

7*24小时绿色通道，实现 4518款产品快

速供应上市；上线“之江标准大讲堂”等

线上公益讲座活动，累计培训 130万人次，

精准帮扶企业复工复产。

会议由中国国家标准委和俄罗斯联邦

技术调节与计量署主办，浙江省标准化研

究院和俄罗斯标准化、计量和认证学院承

办。来自俄罗斯标准化、计量与合格评定

科学技术信息中心，俄罗斯个人防护设备

标技委，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全

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呼吸防

护装备分技术委员会，浙江大华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等机构 20余人参会。

南非拟修订罐装番茄酱国家标准

2021年 6月 2日，南非农业、土地改

革和乡村部通过第 446366期政府公报发布

了第 315号公告，拟修订《罐装番茄酱国

家标准》 （编号 SANS 1798 Ed 2.2）。修订

的主要内容包括：

1. 修订终产品感官检验项目中色价指

标要求和检测方法；

2.删除对于产品商品名称的部分要求；

3.更新了部分引用标准。

该法规适用于在南非境内销售的罐装

番茄酱产品，公告意见反馈期截至 2021年

7月 12日。（来源：海关总署）

巴西修订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法规

2021年 5月 26日，巴西卫生部 /卫生

监督局（ANVISA）发布了 2021年 5月 20

日第 498号合议理事会决议（RDC） （下

称“该决议”），以修订 RDC No. 20/2007

中食品接触包装、器皿、盖子和金属设备

的国家技术法规。

该决议将 GMC 2020年 12月 17日第

16 号决议 （MERCOSUR/GMC/RES.No.

16/20）纳入巴西国家法律。

该决议重要日期如下：

●2021年 6月 1日为生效日期

●2021年 11月 27日（自生效之日起

金砖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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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拟制订杏仁等干果的最低特性

和质量要求技术法规

2021年 6月 2日，巴西农业畜牧和供

应部 （MAPA） 网站发布第 323 号公告，

拟制订杏仁、栗子、核桃和干果的最低特

性和质量要求的技术法规，意见反馈期截

至 2021年 8月 16日。部分拟定内容如下：

（1）核桃、杏仁、栗子、核桃和干果

应满足以下最低要求：成整体或块状；具

有抗性或坚硬的外壳，或没有外壳；无对

人类健康风险的异物和表明未达到良好规

范的异物；无缺陷、发霉、焦化或腐臭、

180天）为需遵守该决议的日期 该决议的要点如下：

金砖五国

卫生部/卫生监督局合议理事会决议-2021年 5月 20日第 498号合议理事会决议

4.1.4 荫明确总体迁移限值与所用涂层类型在技术法规中的规定限值相对应

4.4 荫将 野镀锡包装中金属特定迁移的测定冶 替换为 野第 4.1条未涵盖的包装尧 器皿尧 盖子和金属
设备中金属特殊迁移的测定冶遥

4.4.1

关于使用模拟物和样品制备的新要求院
荫使用 0.5% 渊w/v冤 柠檬酸作为模拟物袁 用于模拟拟用于酸性食品 渊pH 臆4.5冤 的无涂层金属
材料中金属的特定迁移

荫使用人工水作为模拟物袁 用于模拟拟用于非酸性尧 不含酒精和脂肪的食品的无涂层金属材料
中金属的特定迁移 渊也可使用 0.5% 渊w/v冤 柠檬酸袁 但须符合限制的结果袁 否则使用人工水冤
荫详细介绍了 EN 16889院 2016中人工水制备的程序
荫表明要在实际使用条件下 渊如适用冤 对无涂层材料进行评估袁 否则应使用下列条件院
1援40 益 袁 常温储存 10天
2. 70 益袁 2小时袁 然后是 40 益袁 在常温下热灌装和短期储存 渊少于 24小时冤 24小时
3. 70 益袁 2小时袁 然后是 40 益袁 在常温下热灌装和长期储存 渊超过 24小时冤 10天
4. 模拟物的沸腾温度袁 持续沸腾 2小时

条款 变化要点

2.5.5 荫允许激光焊接作为金属包装侧缝制造的技术之一

第 3节 荫第 3节 野包装和金属设备原材料肯定列表冶 编辑性和/或技术性更改袁 并制定了新结构袁 包
括对 野聚合物涂层冶尧 野密封件或密封剂冶尧 野表面润滑剂冶 和 野限制冶 的要求

4.1.1 荫强调涂层材料的整体和特定迁移将在成品上进行
4.1.2 荫允许使用与成品相同条件制造的金属基材样品进行整体和特定迁移

（来源：技术性贸易措施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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