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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简报

中国首次举行反不正当竞争论坛

6月 10日，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

京举办反不正当竞争论坛，深入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聚焦全面加强

反不正当竞争主题，就数字经济下不正当

竞争行为、品牌保护等热点问题进行研讨。

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甘霖出席论坛并作主

旨演讲。

甘霖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反不正当竞争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强调要促进公平

竞争，反对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十四五”规划纲要对加大反垄断和反不正

当竞争执法司法力度，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作出战略部署。反不正当竞争工作事关长

远、事关全局、意义重大，举办反不正当

竞争论坛对于改进政府监管、激发市场活

力、凝聚社会共识具有积极意义。

甘霖强调，我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

二大经济体，但仍然面临公平竞争意识尚

未深入人心、反不正当竞争形势依然严峻、

法律制度仍需完善、监管理念有待更新等

诸多公平竞争方面的问题。市场监管总局

将全面加强反不正当竞争工作，着力在强

化反不正当竞争统筹协调、加强重点领域

监管执法、提升法治化建设水平、构建社

会共治新格局方面取得突破，为“十四五”

开好局起好步营造高质量市场竞争环境和

高标准市场体系，助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再上新台阶。

论坛发布了《2020年反不正当竞争执

法报告》及市场监管总局成立以来反不正

当竞争影响力十大事件，对反不正当竞争

典型案例进行解析。据统计，2020年，市

场监管部门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

7371 件、罚没金额 4.16 亿元。2021 年 1

月到 5月，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 1345

件、罚没金额 1.22亿元。来自反不正当竞

争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司法机关、研

究机构、高校、企业行业协会的 200名代

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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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参加论坛。（来源：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中国汽车标准国际化中心正式成立

2021 年 6 月 21 日，中国汽车标准国

际化中心（以下简称“国际中心”）成立活

动在中国天津举办，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创新司李玉冰副司长参会并致辞。

李玉冰副司长强调，国际中心要充分

发挥好桥梁纽带、平台、窗口和孵化作用，

深入学习全球行业先进经验和优秀实践做

法，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秉承共商、共

建、共享原则，更加积极融入国际市场，

以开放合作的态度全面对接和深度参与联

合国、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

等国际组织在国际法规的制定和国际标准

的制定，为标准国际化事业发展做出积极

的、有益的贡献。

作为我国汽车标准化领域成立的首个

驻日内瓦常设机构，国际中心的成立将有

助于满足中国汽车行业与日俱增的国际标

准及国际法规需求，有助于加强我国与国

际标准化组织的沟通交流，对促进汽车产

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来源：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

市场监管总局国际合作司

谢军司长一行赴浙江调研

7 月 19日至 21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国际合作司司长谢军一行赴浙江实

地调研技术性贸易措施工作开展情况，由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章一文，标准化

处处长黄平，省标准院院长陈自力等领导

陪同。调研组通过听取工作汇报，与企业

代表座谈交流，深入了解企业在产品出口

过程中遇到的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

章一文副局长就我省技术性贸易措施

工作机制建设情况作了重点汇报，深入剖

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具有

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章一文副局长表示，

希望总局能对浙江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工作

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支持，尤其是在人才队

伍建设方面提供更多学习和锻炼的机会，

让人才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陈自力院长就我省技术性贸易措施工

作在帮助企业出口破壁，助推产业转型升

级，提升国际竞争力中发挥的优势作用和

取得的显著成效进行了重点汇报。陈自力

院长强调，我省技术性贸易措施工作有了

质的突破，从单纯的告诉企业“什么不能

做”转变为系统地指导企业“如何做”。同

时，我省高度重视国际贸易规则的利用，

在WTO多边场合采用通报评议、特贸磋商

等手段切实维护产业核心利益；通过加强

与国内外相关技术机构的合作，充分利用

各自优势取长补短，提升技术性贸易措施

研究与应对水平；通过推动国际合作交流，

不断拓展研究人员视野，提升服务能力。

在总局和省局的领导下，我院将进一步完

善应对机制和工作体系，提高研究水平，

服务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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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军司长对我省技术性贸易措施工作

的开展及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第

一，浙江作为我国外向型民营经济典型代

表，在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与应对的机制

探索与创新上要先行先试，走在前列。第

二，浙江作为全国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应高度重视技术性贸易措施研

究与应对能力的提升，帮助中国企业以更

加自信、昂扬的姿态走出国门，在世界的

舞台上发出中国最强音，更好助力中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第三，要充分利用技术性

贸易措施倒逼机制，不断推动企业技术创

新与升级，帮助企业成功转型升级参与国

际竞争。第四，要以技术性贸易措施作为

改善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通过学习借鉴

国外先进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完善我

国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营造法

治化营商环境；通过与国际市场接轨，以

外促内提升企业的合规意识和应对能力，

帮助企业从适应国际规则向参与国际规则

制定转变，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

省数字政府建设专班第十四次例会

在省市场监管局召开

7月 14日上午，省数字政府建设专班

在省市场监管局召开第十四次例会，交流

学习最佳应用做法，部署推进数字政府重

点应用建设，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

任暨军民主持会议并讲话。省级有关单位、

11个设区市政府办公室负责人在主会场参

加会议，各市数字政府专班在分会场参加

会议。

会上，省市场监管局作专题经验介绍，

省发展改革委、省应急管理厅分别介绍

“浙里营商”“浙里安全”跑道建设指南

3.0，杭州、宁波市数字政府建设专班作交

流发言。

省市场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章根明

作《突出体系化规范化用好三清单六步法

实现数字化改革上跑道加速跑》专题经验

介绍。他指出，省市场监管局深入贯彻省

委省政府数字化改革决策部署，深刻领悟

“数字化改革是一场重塑性的制度革命”，

统筹运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数字

化认知，全力推动理念创新、系统重塑、

业务重建和机制重构，做到数字化改革月

月有成果、周周有会商、常常有升级，一

大批数字化应用已陆续上线，预计 8月底

前将实现核心业务数字化全覆盖。一是找

准跑道，谋划好体系架构。对准任务，锚

定“1+5+2”跑道，构建“1+9+N”市场

监管数字化体系架构；明确标准，对照建

3



《国际贸易技术壁垒》 2021/7 总第 205期

设规范搭好界面，细化建设方案抢抓进度，

协同部门推进改革，做到全系统“一盘

棋”；写好“剧本”，科学精准编好需求、

应用和改革三张清单。二是把握规律，处

理好六对关系。处理好业务与技术的关系，

业务是本质核心，技术是手段支撑；处理

好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利用存量，迭代打

造新的应用，实现增量飞跃；处理好所有

与所用的关系，加强数据归集，强化数据

运用，促进数据共享；处理好起点与终点

的关系，做到从起点到终点的闭环管理和

从终点到起点的溯源倒查；处理好单元与

系统的关系，做到自成系统、互成系统、

共成系统；处理好开发与应用的关系，坚

持上线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持续优化升

级，并推动落地见效。三是厘清逻辑，运

用好六步方法。遵循“对标要求领任务，

依法行政理业务，问题导向抓改革，多跨

协同塑场景，完善政策强保障，走在前列

见成效”“六步法”的思维逻辑和工作逻

辑，体系化规范化地推进数字化改革全上

跑道、加速快跑。

暨军民对省市场监管局数字化改革工

作表示充分肯定。他指出，省市场监管局

等单位积极推进建设变革型组织，提高塑

造变革能力，“上接天线、下接地气”，坚

持需求导向，瞄准群众、企业、基层最为

迫切的需求、最想解决的问题、最有获得

感的领域，形成需求清单、找出解决方案，

打通回应需求、解决问题、达到满意的通

道，“六步法”对于当前正在开展的数字

化多跨场景建设有借鉴意义，值得学习思

考。

暨军民强调，全省数字化改革以来，

数字政府系统深入贯彻袁家军书记“整体

智治、唯实惟先”指示和郑栅洁省长“实

战实效、管用好用”要求，上下齐心、同

向发力，风雨兼程、争当先锋，有力有效

推进数字政府系统建设。6月 24日全省数

字化改革工作推进会以来，各路领队和纵

队全面打造最佳应用和创新案例，数字政

府工作持续深化。一是理念思路持续深化。

找准核心业务梳理基点，迭代谋划和设计

多跨场景；找准“政府引导 + 市场驱动”

结合点，突出市场有效、政府有为、企业

有感的有机统一；找准“三张清单”梳理

关键点，运用改革破解难题。二是路径方

法持续深化。聚焦“六步法”，场景谋划建

设的路径更加精准；创新“揭榜挂帅”机

制，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数字化改革。

三是系统架构持续深化。构建省级数字政

府“1”个集成门户 +“12”条“浙里”系

列重点应用跑道，“浙里营商”和“浙里

安全”跑道建设架构进一步完善。四是最

佳应用评价指标持续深化。探索建立了认

可度、获得感、管用度、影响力四个维度

的最佳应用评价指标体系。五是话语体系

持续深化。数字政府 11个“浙里”系统跑

道下迭代形成了浙政惠企、浙政惠民、浙

政智控、浙政智治 4个系列的 54个场景应

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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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 3个集成应用。

暨军民要求，数字政府系统要进一步

体系化规范化推动数字化改革工作。一要

用好“三张清单”，撬动政府数字化改革。

认真回答好“三张清单”谁来梳、重大需

求怎么找、多跨场景怎么谋怎么建等问题，

从“四个输出”和“五个方面”做好改革

破题。二要聚焦两条跑道，集中攻坚出实

效。做好相关建设指南的迭代完善，推进

应用的上线和落地，攻坚开发集成应用，

并不断总结理论和制度成果。三要规范化

推进“揭榜挂帅”，统筹应用建设。完善协

同机制，激发创新活力，引导多元主体参

与数字政府建设，切实加强数字政府系统

应用统筹管理，避免重复建设、浪费资源。

章根明赴柯桥调研“浙江外卖在线”

系统应用

7月 20日下午，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

委书记、局长章根明一行赴绍兴市柯桥区

实地调研“浙江外卖在线”系统应用工作。

在柯桥区天虹商场，章根明随机走进 5

家餐饮单位，重点查看餐饮单位“阳光厨

房”建设情况、后厨摄像头安装情况、店

内食品安全情况及外卖使用可降解塑料袋

情况，对综合体的监管模式予以认可。

随后，章根明赴柯桥区行政中心实地

调研柯桥区“文明轻骑兵”应用情况，听

取多跨协同快递小哥管理服务等工作汇报。

在现场，章根明与 2名已注册“文明轻骑

兵”的外卖小哥就“骑行码”的实际使用

情况进行了深入交谈。得知该数字化应用

为外卖小哥节约了大量时间后，章根明指

出，要用好“骑行码”，遵守交通法规，注

意骑行安全。

章根明指出，网络餐饮服务业关乎食

品安全和交通安全，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息息相关，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对此高度重视。在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

署下，省局牵头多部门联合攻关，打造

“浙江外卖在线”，着力推动网络餐饮治理

“一件事”集成改革落地见效。绍兴柯桥区

探索开展“文明轻骑兵”改革创新，体现

了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体现了“小切口、

大牵引”的应用场景，也体现了寓管理于

服务之中的理念。

章根明强调，一是做好系统整合。要

将柯桥区“文明轻骑兵”纳入到“浙江外

卖在线”中进行整体谋划。“浙江外卖在

线”涵盖平台、商家、厨房、配送、骑手、

消费、办案全流程，场景整合有利于网络

餐饮治理水平整体提升。二是争创最佳案

例。柯桥区要以问题为导向，聚焦文明骑

行应用模块开发，在原创基础上进一步形

成可复制推广的数字化创新实践成果，推

动新时代文明风尚建设。三是抓紧应用推

广。绍兴市局要部署落实“浙江外卖在线”

的应用推广工作，特别是“阳光厨房”建

设，要调动市场主体参与建设的积极性，

充分体现走在前列。

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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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TBT|2021年第 24-28周重点WTO/TBT通报 渊6.14-7.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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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1738
能源节约计划：非加热型热水储罐的节能标准

（24页，英文）
美国 6.14

2 G/TBT/N/USA/1740
某些化学物质的重大新用途规则 （21-1.5e）

（24页，英文）
美国 6.14

3 G/TBT/N/BRA/1194
Inmetro第 247号条例, 2021年 6月 7日 (8 页,

葡萄牙文)
巴西 6.15

4 G/TBT/N/EU/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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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打算进口到欧盟的有机产品和转换产品的官方控

制和检验证书的规则 （14 页，英文；7 页，英

文）

欧盟 6.15

5 G/TBT/N/EU/805

欧盟委员会实施条例草案（EU） ....../......，规定

了打算进口到欧盟的有机产品和转换产品所需的

文件和通知的规则（8页，英文；4页，英文）

欧盟 6.15

6 G/TBT/N/FRA/211
法令规定了饮料瓶中可再利用塑料的纳入率（3

页，法文）
法国 6.16

7 G/TBT/N/KOR/923/Add.1“符合安全标准的消费品（壁纸）”修订草案 韩国 6.16

8 G/TBT/N/CAN/644
修改《食品和药品管理条例》 （药品出口和转

运）的拟议条例（25页，法语和英语版本）
加拿大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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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G/TBT/N/EU/806

修正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

许可和限制的（EC） 1907/2006号条例附件 XIV

的委员会条例草案（6页，英文；3页，英文)

欧盟 6.18

10 G/TBT/N/JPN/701

根据《关于确保药品和医疗器械等产品的质量、

功效和安全的法律》 （以下简称《法律》），指定

“指定物质” （Shitei Yakubutsu）。 (1960, Law

No.145) (1页,英文)

日本 6.18

11 G/TBT/N/KOR/970
家用和类似电器技术法规修正案 -安全，暖水床

垫和床的特别要求（KC 10018） （18页，韩文）
韩国 6.18

12 G/TBT/N/KOR/971

家用和类似电器技术法规修正案 -安全，第 2-7

部分：洗衣机的特别要求 （KC 60335-2-7）

（44页，韩文）

韩国 6.18

13 G/TBT/N/KOR/972

家用和类似电器技术法规修正案 - 安全，第

2-23 部分：皮肤或头发护理电器的特殊要求

（KC 60335-2-23） （29页，韩文）

韩国 6.18

14 G/TBT/N/KOR/973

家用和类似电器技术法规修正案 -安全第 2-44

部分：熨斗的特殊要求（KC 60335-2-44） （22

页，韩文）

韩国 6.18

15 G/TBT/N/KOR/974

家用及类似电器技术法规修正案 - 安全，第

2-80 部分：风扇的特殊要求(KC 60335-2-80)

(27页,韩文)

韩国 6.18

16 G/TBT/N/KOR/975
灯具技术法规修正案第 1部分：一般要求和测试

(KC 60598-1) (174页,韩文)
韩国 6.18

17 G/TBT/N/KOR/976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技术法规修正案 -第二

部分：断路器(KC 60947-2) (198页,韩文)
韩国 6.18

18
G/TBT/N/USA/1189/Rev.

1/Add.2

能源节约计划：步入式冷却器和步入式冷冻器的

测试程序
美国 6.18

19 G/TBT/N/ARG/342/Add.8
规定了适用于家具的原则和基本质量和安全要求

的监管框架：认证
阿根廷 6.21

20 G/TBT/N/CHE/258
关于体外诊断的条例草案（52页，德文；51页，

法文；50页，意大利文）
瑞士 6.21

21 G/TBT/N/ISR/1112/Rev.1

SI 1003第 3.1部分：与食品接触的器皿中的铅

和镉的释放：玻璃空心器皿 -测试方法（31页，

英文；5页，希伯来文）

以色列 6.2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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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G/TBT/N/VNM/193

修改和补充第 132/2008/ND-CP 号法令、第

74/2018/ND-CP号法令、第 86/2012/ND-CP号

法令的若干条款以及《产品和商品质量法》关于

产品和商品可追溯性的实施办法的法令草案（4

页，越南文）

越南 6.21

23 G/TBT/N/ISR/1208
SI 20第 1部分 -照明器具。特殊要求———固定

的通用灯具（10页，英文；5页，希伯来文)
以色列 6.22

24 G/TBT/N/ISR/1210

SI 1003 第 1.1部分———与食物接触的器皿中铅

和镉的释放。陶瓷器皿、玻璃陶瓷器皿和玻璃餐

具 -测试方法（32页，英文；5页，希伯来文）

以色列 6.22

25 G/TBT/N/ISR/1211

SI 1003 第 1.2部分———与食物接触的器皿中的

铅和镉的释放。陶瓷器皿、玻璃陶瓷器皿和玻璃

餐具 - 允许的限度（12页，英文；6页，希伯

来文）

以色列 6.22

26 G/TBT/N/ISR/1212
SI 6558第 1部分 -珠宝安全。儿童珠宝 -安全

要求（15页，英文；8页，希伯来文）
以色列 6.22

27 G/TBT/N/KOR/978
修订《健康功能食品标准与规范》 （15页，韩

文）
韩国 6.22

28 G/TBT/N/SGP/58/Add.1 公用设施（供水） （修订）条例草案 2021年 新加坡 6.22

29 G/TBT/N/CHE/259

DETEC关于乘用车、货车和轻型半挂车能源消

耗和其他特性的说明条例（VEE-PLS） （3页，

德文；3页，法文；3页，意大利文）

瑞士 6.23

30 G/TBT/N/CHL/559 PE No1/19:2021加热设备协议 (10页,西班牙文) 智利 6.23

31 G/TBT/N/THA/427/Add.1
泰国 食 品 用 拉伸 保 鲜 膜 工 业标 准 （TIS

1136-2559（2016））
泰国 6.23

32 G/TBT/N/EU/807

修订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关于化学品注册、评

估、许可和限制的（EC）第 1907/2006 号条例

附件 VI 至 X 的委员会条例草案 （5 页，英文；

21页，英文)

欧盟 6.24

33 G/TBT/N/CAN/646

拟议的《吸食产品感官属性条例》 （3页，有英

文和法文版本）和拟议的《烟草和吸食产品法》

附表 2和 3的修正令（调味品） （71页，英文

和法文版）

加拿大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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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G/TBT/N/JPN/702
修订《合理使用和适当管理碳氟化合物法》下的

部长令和通知(2页，英文)
日本 6.25

35 G/TBT/N/KOR/980

1.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等法》执行令的部分

修正草案（19页，韩文）。

2. 《化学品注册、评估等法实施细则》部分修正

案草案（15页，韩文）。

韩国 6.25

36

G/TBT/N/BOL/13/Add.1

G/TBT/N/COL/236/Add.1

G/TBT/N/ECU/342/Add.1

G/TBT/N/PER/110/Add.1

2021年 6月 17日第 2206号决议 -安第斯地区

化妆品良好生产规范（GMP）技术条例

玻利维亚、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

秘鲁

6.28

37 G/TBT/N/KOR/981
《消费品和生物杀伤剂安全法实施细则部分修正草

案》 （11页，韩文）
韩国 6.28

38 G/TBT/N/SAU/1203
机械安全技术法规 -第 3 部分：起重设备 （46

页，阿拉伯语）
沙特 6.29

39 G/TBT/N/CAN/648
修改天然健康产品实施细则（60页，有英文和法

文版本）
加拿大 6.30

40 G/TBT/N/CAN/649
关于更新题为《营养标签 --每日价值表》的参

考文件的建议通知（有英文和法文版本）
加拿大 6.30

41 G/TBT/N/CAN/650
关于更新题为《营养标签 -食品参考量表》的参

考文件的建议通知（有英文和法文版本）
加拿大 6.30

42 G/TBT/N/CHL/560
PE No1/11:2021电气产品安全分析和 /或测试协

议（11页，西班牙文）
智利 6.30

43 G/TBT/N/USA/1620/Rev.1
重型发动机和车辆测试程序的改进，以及其他技

术修正（6页，英文）
美国 6.30

44
G/TBT/N/USA/1620/Rev.

1/Add.1

对重型发动机和车辆测试程序的改进，以及其他

技术性修正
美国 6.30

45
G/TBT/N/USA/590/Rev.

1/Add.1
床垫的可燃性标准；拟议修正案 美国 7.1

46 G/TBT/N/USA/907/Add.3 能源节约计划：除湿机的测试程序 美国 7.1

47 G/TBT/N/USA/996/Add.4 能源节约计划：住宅除湿机的节能标准 美国 7.1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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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G/TBT/N/USA/1088/Rev.

2/Add.1
电子烟物质标准 美国 7.1

49 G/TBT/N/USA/1146/Add.3烟花及相关爆炸材料的监管 美国 7.1

50
G/TBT/N/USA/1285/Rev.

1/Add.2
婴儿睡眠产品的安全标准 美国 7.1

51 G/TBT/N/KOR/982 修订《卫生产品标准和规范》 （38页，韩文） 韩国 7.5

52 G/TBT/N/PER/132
婴幼儿食品包装中使用的清漆和涂层中的双酚 A

卫生标准草案（5页，西班牙语）
秘鲁 7.5

53

G/TBT/N/ARE/506

G/TBT/N/BHR/607

G/TBT/N/KWT/575

G/TBT/N/OMN/441

G/TBT/N/QAT/596

G/TBT/N/SAU/1205

G/TBT/N/YEM/203

化妆品 -化妆品和个人护理产品声明的技术法规

（16页，阿拉伯文；15页，英文）

阿联酋

巴林

科威特

阿曼

卡塔尔

沙特

也门

7.7

54 G/TBT/N/USA/1745
安全操作所需的零件和配件；授权安装车辆安全

技术的挡风玻璃区域（10页，英文）
美国 7.7

55 G/TBT/N/SAU/1206
音频 /视频、信息和通信技术设备 - 第一部分：

安全要求
沙特 7.8

56 G/TBT/N/USA/703/Add.4 消费品能源节约计划：住宅炉子风扇的测试程序 美国 7.8

57 G/TBT/N/USA/1717/Rev.1

家电标准能源节约计划：消费品和商业 /工业设

备新的或修订的节能标准和测试程序中考虑的程

序、解释和政策（22页，英文）

美国 7.8

58 G/TBT/N/USA/1747
能源节约计划：直接膨胀式专用室外空气系统的

除湿测试程序（43页，英文）
美国 7.8

59 G/TBT/N/EU/811

委员会授权指令草案，为适应技术和科学进步，

修订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第 2011/65/EU 号指

令的附件 III，涉及用于普通照明的单头（紧凑型）

荧光灯的汞豁免（8页，英文；2页，英文）

欧盟 7.12

60 G/TBT/N/EU/812

委员会授权指令草案，为适应技术和科学进步，

修订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第 2011/65/EU 号指令的

附件 III，涉及用于特殊目的的单头（紧凑型）荧

光灯的汞豁免（7页，英文；2页，英文)

欧盟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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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G/TBT/N/EU/813

委员会授权指令草案，为适应技术和科学进步，

修订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指令 2011/65/EU 的

附件 III，涉及用于普通照明的单头（紧凑型）荧

光灯的汞使用豁免，其功率小于 30W，寿命等于

或大于 20000小时（7页，英文；2页，英文）

欧盟 7.12

62 G/TBT/N/EU/814

委员会授权指令草案，为适应科技进步的目的，

修订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第 2011/65/EU 号指

令的附件 III，涉及用于普通照明的双头线性荧光

灯的汞使用豁免（8页，英文；2页，英文）

欧盟 7.12

62 G/TBT/N/EU/815

为适应技术和科学进步，修订欧洲议会和欧盟理

事会第 2011/65/EU号指令附件 III的委员会授权

指令草案，涉及非线性三频荧光粉灯中汞的使用

豁免（7页，英文；2页，英文

欧盟 7.12

63 G/TBT/N/EU/816

委员会授权指令草案，为适应科技进步的目的，

修订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第 2011/65/EU 号指

令的附件三，关于其他普通照明和特殊用途的荧

光灯的汞豁免（7页，英文；2页，英文）

欧盟 7.12

64 G/TBT/N/EU/817

为适应科技进步，修订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第

2011/65/EU号指令附件 III的委员会授权指令草

案，涉及冷阴极荧光灯和特殊用途外置电极荧光

灯的汞使用豁免（7页，英文；2页，英文）

欧盟 7.12

65 G/TBT/N/EU/818

委员会授权指令草案，为适应科技进步的目的，

对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第 2011/65/EU 号指令

附件三关于其他低压放电灯中使用汞的豁免规定

进行修订（7页，英文；2页，英文）

欧盟 7.12

66 G/TBT/N/EU/819

委员会授权指令草案，为适应科技进步的目的，

对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第 2011/65/EU 号指令

的附件三进行修订，涉及在一般照明用途的显色

指数提高的高压钠（汽）灯中使用汞的豁免（7

页，英文；2页，英文）

欧盟 7.12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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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G/TBT/N/EU/820

委员会授权指令草案，为适应科技进步的目的，

修订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第 2011/65/EU 号指

令的附件三，关于在其他高压钠（汽）灯中使用

汞的豁免，用于一般照明目的（7页，英文；2

页，英文）

欧盟 7.12

68 G/TBT/N/EU/821

为适应科技进步，修订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第

2011/65/EU号指令附件 III的委员会授权指令草

案，涉及金属卤化物灯中汞的使用豁免（7页，

英文；2页，英文）

欧盟 7.12

69 G/TBT/N/EU/822

委员会授权指令草案，为适应科技进步的目的，

修订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第 2011/65/EU号指

令附件三，关于在其他特殊用途的放电灯中使用

汞的豁免（8页，英文；2页，英文）

欧盟 7.12

70 G/TBT/N/ISR/1213
以色列的自由进口令 -- 第 3 号修正案，

5791-2021（3页，希伯来文）
以色列 7.14

71 G/TBT/N/CHL/561
PE No1/05:2021电气产品安全分析和 /或测试规

程（11页，英文）
智利 7.15

72 G/TBT/N/JPN/704
对《放射性药物最低要求》的部分修订（1页，英

文）
日本 7.15

73 G/TBT/N/USA/676/Add.4
某些工业设备的能源结余计划：商业加热、空调

和热水设备的节能标准和测试程序
美国 7.15

74
G/TBT/N/USA/1634/Add.

1
美国制造标签规则 美国 7.15

75 G/TBT/N/USA/1748
能源节约计划：金属卤化物灯具的测试程序（19

页，英文）
美国 7.15

76 G/TBT/N/CAN/651
禁止在加拿大制造和进口铅制轮胎平衡块的规定

（21页，有英文和法文版本）
加拿大 7.16

77 G/TBT/N/ISR/1214 危险废物进口政策（2页，希伯来语） 以色列 7.16

78 G/TBT/N/USA/1751
拟议的第 368 部分，产品管理和产品标签 （7

页，英文）
美国 7.16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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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第 24周我国产品受 RAPEX通报统计情况

消费品召回 |2021年第 24-28周欧盟

RAPEX对我国出口消费品召回情况

2021年第 24周欧盟 RAPEX通报情况

内容简介院
根据 2021 年第 24 周 RAPEX 预警通

报（6月 18日发布），本周欧盟发布了 58

例产品通报，我国大陆被通报的产品有 18

例，占全部通报的 31%，主要涉及儿童用

品类、玩具类、家具类、电器设备类、灯

串类、儿童用品类和服装、纺织品和时尚

用品类等 7类。主要通报国有：波兰、法

国、芬兰、立陶宛、卢森堡、瑞典、塞浦

路斯、斯洛文尼亚、匈牙利等，采取措施

包括：在线上市场下架该产品、撤出市场、

召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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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875/21 玩具类 塞浦路斯 娃娃推车 HR 受伤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0871/21 玩具类 塞浦路斯 玩具键盘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0876/21 家具类 瑞典
可折叠日

光浴浴床
Kayoba 诱捕袁

受伤

通用产品安

全指令曰 EN
581-1

召回

A12/00874/21 玩具类 塞浦路斯 娃娃推车 One Six Eight 受伤
玩具安全指

令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0882/21 儿童

用品类
法国 婴儿奶嘴 Ten@Night 化学危害

通用产品安

全指令曰 EN
1400

在线上市场下

架该产品

A12/00877/21 儿童

用品类
瑞典

折叠式婴

儿车
North 13.5 受伤

通用产品安

全指令曰 EN
1888-1

召回

A12/00864/21 玩具类 塞浦路斯 婴儿响环 Jumbo Baby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0879/21 电器

设备类
芬兰 按摩枪 CORE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1曰
EN 60335-2

召回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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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被通报的 7 类产品中：玩具类 6

例，电器设备类 4 例，儿童用品类 4 例，

灯串类 1例，防护设备类 1 例，家具类 1

例，服装、纺织品和时尚用品类 1例。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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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897/21 电器

设备类
芬兰 按摩枪 HMS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1曰
EN 60335-2

召回

A12/00889/21
服装尧 纺
织品和时

尚用品类

立陶宛 儿童裤子 未知 受伤

通用产品安

全指令曰 EN
14682

撤出市场

A11/00045/21 灯串类 匈牙利 灯串

Kik Textilien
und Non-

Food GmbH.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598 撤出市场

A12/00858/21 玩具类 塞浦路斯 气球
SHUAIAN

BALLOONS 化学危害

玩具安全指

令 EN 71-
12.

撤出市场

A12/00881/21 电器

设备类
波兰

USB电源
装置

Hoco 烧伤袁 触
电袁 火灾

低压指令曰
EN 60950-1 撤出市场

A12/00859/21 玩具类 塞浦路斯 指画颜料

MONT
MARTE

KIDS
化学危害

玩具安全指

令 EN 71-12 撤出市场

A12/00896/21 儿童

用品类
波兰 婴儿秋千 Fisher Price 窒息

通用产品安

全指令
撤出市场

A11/00044/21 电器

设备类
匈牙利 爆米花机 mikamax 烧伤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 撤出市场

A12/00878/21 防护

设备类

斯洛

文尼亚

颗粒过滤

面罩
CLEANAIR 健康危害/

其他

PPE曰 EN
149 撤出市场

A12/00898/21 儿童

用品类
卢森堡

儿童汽车

安全座椅
Ding Baby 受伤

UN/ECE No
44-04

召回曰 撤出市
场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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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USB电源装置
该设备不耐高温袁 它的外壳可能会变形袁 使带电部件可触及遥 用户可能会被烧
伤或触电遥 该设备可能会引起火灾遥 产品不符合低电压指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60950-1遥

按摩枪

按摩枪配套的电源单元由于绝缘不充分袁 初级和次级电路之间的爬电距离不够袁
存在触电危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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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串
由于灯座与灯具配合紧密袁 更换光源时产品存在触电危险遥 产品不符合低压指
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60598的要求遥

爆米花机
该产品对儿童很有吸引力遥 儿童可能会接触到产品的可接触到的热加热表面并
被灼伤遥 产品不符合低压指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60335的要求遥

儿童汽车安全座椅

在发生车祸时袁 汽车座椅可能无法正确约束儿童以尽量减少身体的位移遥 因此袁
儿童可能会受伤遥 此外袁 关于将儿童安装在座椅上的强制性信息不完整袁 可能
导致安装错误并增加受伤风险遥 产品不符合 UN/ECE 44-04号法规遥

婴儿奶嘴

该产品含有双酚 A 渊BPA冤遥 BPA可能会损害生育能力袁 并已被确定为影响人类
和动物激素系统的物质遥 产品不符合一般产品安全指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1400的要求遥

玩具类 6例袁 占本周我国被通报产品的 33.33%

专题发布

其他产品通报原因如下院

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娃娃推车
该产品抗负载能力不够袁 容易倒塌袁 导致儿童摔伤遥 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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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具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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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球
该产品释放出的亚硝化物质过量袁 可通过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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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儿响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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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画颜料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正亚硝基二乙醇胺 渊NDELA冤遥 NDELA是亚硝胺袁 摄入或皮
肤接触可致癌遥 产品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71-12的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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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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931/21 防护
设备类

比利时
颗粒过滤
面罩

Prosafety 健康危
害/其他 PPE曰 EN 149 在线上市场下

架该产品

A12/00912/21 防护
设备类

意大利
颗粒过滤
面罩

SCYFKZ 健康危
害/其他 PPE曰 EN 149 撤出市场

A12/00913/21 防护
设备类

意大利
颗粒过滤
面罩

UNECH 健康危
害/其他 PPE曰 EN 149 撤出市场

A12/00914/21 防护
设备类

意大利
颗粒过滤
面罩

ANHUI
ZHONGNAN

健康危
害/其他 PPE曰 EN 149 撤出市场

A12/00915/21 防护
设备类

意大利
颗粒过滤
面罩

JY-JUNYUE 健康危
害/其他 PPE曰 EN 149 撤出市场

表 2 第 25周我国产品受 RAPEX通报统计情况

2021年第 25周欧盟 RAPEX通报情况
内容简介院
根据 2021 年第 25 周 RAPEX 预警通

报（6月 25日发布），本周欧盟发布了 44

例产品通报，我国大陆被通报的产品有 16

例，占全部通报的 36.4 %，主要涉及防护

设备类、灯串类、玩具类和照明设备类等 4

大类。通报国主要有：比利时、波兰、匈

牙利、意大利，采取措施包括：在线上市

场下架该产品、撤出市场、召回、禁止销

售该产品及任何相关措施等。

专题发布

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婴儿秋千
婴儿如果不受限制地放置在产品中袁 胃部会有窒息的危险遥 产品不符合一般产
品安全指令的要求遥

儿童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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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叠式婴儿车
婴儿车不稳定袁 可能会意外翻倒遥 这可能会导致坐在里面的儿童摔倒并受伤遥
产品不符合一般产品安全指令和相关欧洲标准 EN 1888-1的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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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折叠日光浴浴床

浴床具有折叠装置袁 用户的手指可能会卡在座椅和折叠装置之间遥 这也可能导
致一根或多根手指受伤甚至截肢遥 产品不符合一般产品安全指令和相关欧洲标
准 EN 581-1的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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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被通报的 4类产品中：防护设备

类 13例、玩具类 1例、灯串类 1例、照明

设备类 1例。其中：

防护设备类 13例袁 占本周我国被通报
产品的 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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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过滤能力尚未得到

相关欧洲机构的认证；（3）产品带有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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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918/21 防护
设备类

意大利
颗粒过滤
面罩

ZHONGKAN
G

健康危
害/其他 PPE曰 EN 149

禁止销售该产
品及任何相关
措施

A12/00919/21 防护
设备类

意大利
颗粒过滤
面罩

TONGCHEN
G袁

WENXIN
健康危
害/其他 PPE曰 EN 149 撤出市场

A12/00916/21 防护
设备类

意大利
颗粒过滤
面罩

WENZHOU
XILIAN

健康危
害/其他 PPE曰 EN 149 撤出市场

A12/00917/21 防护
设备类

意大利
颗粒过滤
面罩

WENZHOU
HUASAI

健康危
害/其他 PPE曰 EN 149 撤出市场

A12/00929/21 防护
设备类

意大利
颗粒过滤
面罩

BI WEI
KANG

健康危
害/其他 PPE曰 EN 149 撤出市场

A12/00932/21 防护

设备类
意大利

颗粒过滤

面罩
LEIKANG 健康危

害/其他 PPE曰 EN 149 撤出市场

A12/00933/21 防护

设备类
意大利

颗粒过滤

面罩
XINNUOZI 健康危

害/其他 PPE曰 EN 149 撤出市场

A12/00928/21 防护

设备类
意大利

颗粒过滤

面罩
QIBU 健康危

害/其他 PPE曰 EN 149 撤出市场

A12/009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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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回曰 撤出市
场

A12/00926/21 玩具类 波兰 玩具帐篷 未知
烧伤袁 割
伤袁 受伤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曰
EN 71-2

撤出市场

A12/00930/21 照明

设备类
匈牙利 台灯 STR俟HM 烧伤袁 触

电袁 受伤
低压指令曰
EN 60598 撤出市场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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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1年第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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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943/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颗粒过滤

面罩
Anysound 健康危害/

其他

警告消费者风

险
PPE曰 EN 149

A12/00944/21 防护

设备类
德国

颗粒过滤

面罩
Anysound 健康危害/

其他

警告消费者

风险
PPE曰 EN 149

A12/00960/21 首饰类 德国 手表
IDEEN
WELT 化学危害

禁止销售曰
召回

REACH

其他产品通报原因如下院

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灯串

灯串电缆未正确固定且太细袁 可触及的电线绝缘不足袁 电源插头的尺寸远小于
所需尺寸袁 产品建议在户外使用但没有防潮保护袁 水可能会渗入产品袁 可导致
触电遥 该产品不符合低电压指令和 EN 60598 的相关要求遥

台灯

该灯对儿童很有吸引力袁 但它没有配备变压器或转换器遥 可触及带电部件和高
温表面袁 用户可能会被烧伤并受到电击遥 另外灯具的机械强度不够袁 很容易折
断造成割伤遥 该产品不符合低电压指令和 EN 60598 的相关要求遥

玩具帐篷

帐篷的材料易燃袁 孩子可能会被烧伤遥 此外袁 帐篷的框架不够稳定袁 在使用产
品时可能会断裂袁 可导致受伤或割伤遥 该产品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尧
EN 71-2等相关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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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第 26周欧盟 RAPEX通报情况
内容简介院
根据 2021 年第 26 周 RAPEX 预警通

报 （7 月 2 日发布），本周欧盟发布了 29

例产品通报，我国大陆被通报的产品有 12

例，占全部通报的 41.4%，主要涉及防护

设备类、首饰类、电器设备类、玩具类、

儿童用品类和爱好 /运动器材类等 7大类。

通报国主要有：比利时、波兰、德国、荷

兰、匈牙利，采取措施包括：警告消费者

风险、撤出市场、召回、禁止销售该产品

及任何相关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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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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966/21 电器

设备类
匈牙利

USB
充电器

HX 触电

禁止销售该产

品及任何相关

措施

低压指令曰
EN IEC
62368

A11/00048/21 玩具类 波兰
玩具

滑板车

L.O.L.
SURPRISE! 受伤 撤出市场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A12/00950/21 激光笔类 荷兰 激光笔
Home

Travelers 视力危害 撤出市场

一般产品安

全指令 曰 EN
60825-1

A12/00952/21 儿童

用品类
荷兰 热水瓶 Label + 烧伤 撤出市场

一般产品安

全指令

A12/00951/21 儿童

用品类
荷兰 热水瓶 Bboo 烧伤 撤出市场

一般产品安

全指令

A12/00964/21 防护

设备类
比利时

颗粒过滤

面罩
YWSH 健康危害/

其他
召回 PPE曰 EN 149

A12/00948/21 玩具类 波兰
塑料球

套装
未知 化学危害

撤出市场曰 销
毁产品

REACH

A12/00949/21 爱好/运动
器材类

匈牙利 自平衡车 CAVION
烧伤袁 触
电袁 火灾袁
受伤

召回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2曰
EN 62133-2

A12/00965/21 玩具类 匈牙利
儿童

化装服
FunDrag 烧伤

撤出市场曰
召回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2

本周被通报的 7类产品中：玩具类 3

例、防护设备类 3、儿童用品类 2、爱好 /

运动器材类 1、电器设备类 1、激光笔类 1、

首饰类 1。各类产品通报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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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 27周欧盟 RAPEX通报情况
内容简介院
根据 2021 年第 27 周 RAPEX 预警通

报 （7 月 9 日发布），本周欧盟发布了 57

例产品通报，我国大陆被通报的产品有 15

例，占全部通报的 26.3%，主要涉及电器

设备类、装饰品类、玩具类、儿童用品类

和首饰类 5大类。通报国主要有：爱尔兰、

奥地利、德国、法国、捷克、拉脱维亚、

立陶宛、匈牙利，采取措施包括：警告消

费者风险、从线上市场下架该产品、撤出

市场、召回、销毁产品、禁止销售该产品

及任何相关措施等。

通报产品 通报原因

USB充电器 产品的绝缘性不足袁 用户可能会因可触及的 渊带电冤 部件而受到电击遥 产品不符合低
压指令和相关标准 EN IEC 62368的要求遥

热水瓶
瓶子内部很容易腐蚀袁 导致热水泄漏并导致使用者灼伤遥 不符合一般产品安全指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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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平衡车

电池没有监测电池温度的装置袁 因此在充电时可能会过热袁 并且气垫板盖可能会着火曰
插座的尺寸电池充电器不适合袁 用户可能会接触到可触及的带电部件而受到电击曰 电
源线在两个电机之间移动袁 穿过两端有毛刺边缘的钢管袁 在使用过程中袁 电源线的绝
缘层可能会被锋利的边缘损坏袁 电池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短路和爆炸袁 从而导致
用户失去控制并从滑板车上跌落并受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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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球套装
玩具的塑料材料含有过量的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DIBP)袁 可损害儿童的健康袁 对他们
的生殖系统和/或肝脏造成可能的损害遥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玩具滑板车
踏板车的运动部件之间存在可触及的间隙袁 身体部位 渊手指冤 可能会被卡住袁 导致受
伤遥 不符合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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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表
该产品可释放出过多的镍袁 可通过皮肤接触引起过敏反应袁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
关要求遥

儿童化装服
化装服装易燃袁 火焰传播速度太快遥 如果着火袁 儿童可能会被烧伤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
指令和 EN 71-2的相关要求遥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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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21年第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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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0978/21 电器
设备类

捷克 灯串 未知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598-2-20 撤出市场

A12/00979/21 电器

设备类
捷克 灯串 未知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598-2-20 撤出市场

A12/00992/21 装饰品类 爱尔兰
太阳能

茶灯

Garden
Bright 受伤

一般产品安全

指令
召回

A12/00973/21 玩具类 立陶宛 玩具车 Happy Line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1/00051/21 电器
设备类

匈牙利 三明治机
CLATRON鄄

IC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335 撤出市场

A12/00975/21 首饰类 德国 手镯 ZEEMAN 化学危害 REACH 召回

A12/00974/21 首饰类 德国 耳环套装 TEDi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曰
禁止销售曰
从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曰
召回

A12/00977/21 玩具类 拉脱维亚
磁性建筑

玩具套装
WITKA 受伤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销毁产品

A12/00980/21 玩具类 奥地利 玩耍帐篷 fillikid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撤出市场

A12/00984/21 儿童

用品类
德国 儿童水鞋 MAUI 化学危害 REACH

销毁产品曰
撤出市场曰
禁止销售

A12/00990/21 首饰类 法国 表带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0989/21 首饰类 法国 首饰套装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0988/21 首饰类 法国 手镯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0986/21 首饰类 法国 项链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A12/00987/21 首饰类 法国 首饰套装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撤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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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通报原因

灯串

电子单元的电源线没有正确固定袁 易撕裂导致带电部件暴露曰 动力单元的机械
强度不足袁 易地制动或打开袁 从而可以接触到带电部件并受到电击遥 该产品不
符合低电压指令和欧洲标准 EN 60598-2-20的相关要求遥

磁性建筑玩具套装

该产品的小零件易拆卸袁 磁铁部分可拆卸且磁通量较高遥 儿童可能将其吞食并
窒息袁 若磁铁部分被吞下袁 可导致肠阻塞或穿孔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玩具车
玩具易破裂袁 导致小零件脱落遥 儿童可能会把它们放进嘴里并窒息遥 该产品不
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欧洲标准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玩耍帐篷
由于产品接缝薄弱袁 小块 渊球冤 可能会从其中脱落袁 儿童可能会将它们放入口
中并窒息遥 该产品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欧洲标准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太阳能茶灯
电池和茶灯外壳太小袁 充电时电池过热袁 可导致电池爆炸袁 从电池中出来的小
颗粒会对用户造成伤害遥 该产品不符合一般产品安全指令的要求遥

三明治机
电线穿过一个开放的螺旋钢弹簧并且绝缘不足袁 用户可触及带电部件袁 导致电
击遥 该产品不符合低压指令和 EN 60335的相关要求遥

儿童水鞋
该产品的橡胶含有过量的多环芳烃 渊PAHs冤袁 这些多环芳烃可能会导致癌症袁 并
且还具有致突变性和生殖毒性袁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表带
该产品含有过量的铅袁 铅对人体健康有害袁 会在体内蓄积袁 可导致发育神经毒
性袁 还可能影响母乳喂养或未出生的儿童袁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耳环套装
该产品可释放出过多的镍袁 可通过皮肤接触引起过敏反应袁 不符合 REACH法规
的相关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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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饰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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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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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产品通报原因如下院

本周被通报的 7 类产品中：首饰类 7

例、玩具类 3例、电器设备类 3例、儿童

用品类 1例、装饰品类 1例。各类产品通

报原因如下：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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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 28周欧盟 RAPEX通报情况
内容简介院
根据 2021 年第 28 周 RAPEX 预警通

报（7月 16日发布），本周欧盟发布了 51

例产品通报，我国大陆被通报的产品有 20

例，占全部通报的 39.2 %，主要涉及玩具

类、防护设备类、服装，纺织品和时装类、

首饰类、电器设备类、建筑产品类、厨房

烹饪 /配件类、烟火用品类和灯串类等 7大

类。通报国主要有保加利亚、比利时、法

国、拉脱维亚、斯洛伐克、匈牙利、意大

利等，采取措施包括：从线上市场下架该

产品、拒绝入境、撤出市场、召回、销毁

产品等。

表 5 2021年第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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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1048/21 玩具类 拉脱维亚
木制玩具
套装

HONGJI
TOYS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销毁产品

A12/01014/21 防护

设备类
比利时

颗粒过滤

面罩
未知

健康危害/
其他

个人防护装备

条例曰 EN 149 召回

A12/01053/21
服装袁 纺
织品和时

装类

意大利 儿童雨衣 D&D 窒息

通用产品安全

指令曰 EN
14682

从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024/21 首饰类 斯洛伐克 耳环 未知 化学危害 REACH 拒绝入境

A12/01022/21 玩具类 匈牙利
狂欢节
面具

Printgo
Party 烧伤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2

撤出市场曰
召回

A11/00053/21 电器

设备类
匈牙利

USB
充电器

SBS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IEC 62368
从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1/00054/21 电器

设备类
匈牙利

USB
充电器

BORO鄄
FONE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IEC 62368 撤出市场

A12/01051/21 电器

设备类
保加利亚 适配器

SPIN
electrice

烧伤袁
触电

IEC 60884-1曰
IEC 60844-2-5 撤出市场

A12/01036/21 玩具类 法国
互动毛绒
玩具

未知 烧伤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and EN 62115

从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019/21 玩具类 法国 毛绒玩具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令曰

EN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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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01037/21 建筑

产品类
法国

感烟探测

器/报警 CP Van 窒息袁 烧
伤袁 火灾

建筑产品法规曰
EN 14604

从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曰
召回曰 撤出
市场

A12/01017/21 玩具类 法国
长颈鹿毛

绒玩具
未知 窒息

玩具安全指

令曰 EN 71-1.
从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035/21 厨房烹饪/
配件类

斯洛伐克 高压锅 未知
烧伤袁 受
伤

压力设备指令曰
EN 12778

警告消费者

风险曰 撤出
市场曰 召回

A12/01038/21 建筑

产品类
法国

感烟

探测器
未知

窒息袁 烧
伤袁 火灾

建筑产品法规曰
EN 14604

从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045/21 玩具类 法国
拉动摇铃

玩具
未知

化学危害袁
听力损害

REACH曰 玩具
安全指令曰 EN

71-1
从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039/21 建筑
产品类

法国
感烟
探测器

KERUI &
FUERS袁

KERUI and
FUERS

窒息袁 烧
伤袁 火灾

建筑产品法规曰
EN 14604

从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040/21 建筑
产品类

法国
感烟
探测器

DIGOO 窒息袁 烧
伤袁 火灾

建筑产品法规曰
EN 14604

从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041/21 建筑

产品类
法国

感烟

探测器
未知

窒息袁 烧
伤袁 火灾

建筑产品法规曰
EN 14604

从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A12/01016/21 烟火

用品类
比利时 烟火

Faram
Fireworks 听力损害

烟火指令曰 EN
15947-5 召回

A12/01057/21 灯串类 法国 LED灯串 未知 触电

低压指令曰 EN
60598-2-20曰
EN 60598-1

从线上市场

下架该产品

本周被通报的 9 类产品中：玩具类 6

例、建筑产品类 5 例、电器设备类 3 例、

首饰类 1例、厨房烹饪 /配件类 1例、灯串

类 1例、防护设备类 1例、烟火用品类 1

例，以及服装、纺织品和时装类 1例。各

类产品通报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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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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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缺乏对电源电缆尧 外部导体
和 LED外壳的适当绝缘以及防潮袁 用户可触及带电部件并遭受电击遥 不符合低压指令
和 EN 60598-2-20尧 EN 60598-1的相关要求遥

USB充电器 该产品绝缘不足袁 存在触电风险遥 不符合低电压指令和 EN 60598的相关要求遥

适配器

铆钉连接不足袁 当产品插入电源插座时袁 用户可触及带电部件并受到电击曰 产品没有
足够的过载保护袁 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可能会过热袁 从而增加烧伤的风险遥 不符合 IEC
60884-1和 IEC 60844-2-5的相关要求遥

高压锅
存在安全系统故障袁 产品可能会在压力下打开袁 用户可能会被烧伤或受伤遥 不符合压
力设备指令和 EN 127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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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雨衣
该产品有末端拉绳袁 儿童活动过程中存在窒息风险遥 不符合通用产品安全指令和 EN
14682的相关要求遥

感烟探测器

烟雾探测器的灵敏度不够尧 声功率太低袁 如果发生火灾袁 产品可能无法发出警报信号袁
从而导致建筑物内的居住者窒息和灼伤的风险遥 不符合建筑产品法规和 EN 14604的相
关要求遥

耳环
该产品可释放出过多的镍袁 可通过皮肤接触引起过敏反应袁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
关要求遥

互动毛绒玩具
电池仓表面可能会过热袁 存在儿童烧伤的风险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尧 EN
62115的相关要求遥

狂欢节面具
面罩易燃烧袁 一旦着火袁 儿童可能会被烧伤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2的相关
要求遥

拉动摇铃玩具
该产品的橡胶含有过量的多环芳烃 渊PAHs冤袁 这些多环芳烃可能会导致癌症袁 并且还
具有致突变性和生殖毒性袁 不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遥

毛绒玩具
由于产品接缝薄弱袁 小玩具的纤维填充材料可能会从其中脱落袁 儿童可能会把它们放
进嘴里并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欧洲标准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木制玩具套装
玩具部件包含突出的部件袁 儿童可能会把碎片放进嘴里袁 导致咽部或气管周围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长颈鹿毛绒玩具
玩具小部件易脱落袁 儿童可能会将它们放入口中并窒息遥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和欧洲
标准 EN 71-1的相关要求遥

烟火 产品声压级太高袁 可导致听力受损遥 不符合和烟火指令和 EN 15947-5的相关要求遥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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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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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牛排

烤架

Team

Interna-

tional

Group of

America

2021/6/3

在烤架完全预热后，烤

架上电镀不当的旋钮可

能会对用户造成电击危

险。

该公司收到报告

称，有 5 名消费

者被召回的烤架

电击，其中 3名

在美国，2 名在

加拿大。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召回

的电动牛排烤架，并联系

Kalorik 获取免费维修套件以

更换电镀控制旋钮。 Kalorik

正在直接联系所有购买者。

健身水瓶
Camel-

Bak
2021/6/9

与 Podium 和 Peak

Fitness 水瓶一起出售

的瓶盖中的小硅胶阀可

能会松动和脱落，造成

窒息危险。

CamelBak已收到

14份关于硅胶阀

在盖子中松动并脱

落的报告。没有

人员受伤的报告。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随水

瓶出售的召回瓶盖，并联系

CamelBak免费更换瓶盖。

非接触式

电压测试

仪

Klein

Tools
2021/6/9

在开机或关机循环期间，

开 /关按钮可能保持按下

状态，导致测试仪无法正

常工作。如果测试仪工

作不正常，则可能无法警

告测试电源的消费者存在

带电电压，从而对用户构

成电击危险。

Klein Tools 已收

2 起电压测试仪

无法正常工作的

事故报告，其中

包括 1起电击伤

害。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召回

的非接触式电压测试仪，并

联系 Klein Tools 获取免费更

换工具的说明。

儿童钓鱼

玩具
Blue Star 2021/6/10

飞行恐龙模型底部的金

属滚轮含有超过联邦铅

含量禁令的铅含量。

如果幼儿摄入铅，铅是

有毒的，并可能导致不

利的健康问题。

没有报道。

消费者应立即将召回的玩具

从儿童手中拿走，并联系

Blue Star Trading 获得全额

退款。 Blue Star Trading 正

在直接联系所有购买者。

儿童睡衣
La

Paloma
2021/6/24

召回的儿童睡衣不符合

儿童睡衣的可燃性标

准，存在儿童烧伤风

险。

没有报道。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召回

的儿童睡衣，并联系 La

Paloma 获得全额退款。 La

Paloma正在直接联系所有已

知的购买者。

消费品召回 |2021年 6月美国 CPSC

对中国内地出口消费品召回情况

2021年 6月，美国对中国内地产电动

牛排烤架、健身水瓶、非接触式电压测试

仪、儿童钓鱼玩具、儿童睡衣等 5项产品

实施召回，被召回产品大致存在导致烧伤、

窒息、中毒、电击等危险

专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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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专题

欧盟拟修订化妆品法规

禁限用物质清单

近日，浙江省WTO/TBT通报咨询中心

发出预警，欧盟发布的 G/TBT/N/EU/757号

通报提出将修订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化妆品

法规（EC） No 1223/2009附录内容，禁止

和限制使用欧盟委员会授权法规 （EU）

2020/217分类为致癌、致突变或生殖毒性

（CMR）的物质用作化妆品成分。该标准法

规拟于 2021年 10月 1日起实施，可能对

我省出口欧盟的化妆品相关生产或销售企

业带来重大影响。

本次通报涉及的修订内容主要包括以

下三部分：

一带一路专题

序号 化学名称 /INN CAS号 EC号

1 钴 7440-48-4 231-158-0

2 四聚乙醛 108-62-3 203-600-2

3 甲基氯化汞 115-09-3 204-064-2

4 二苯并[a,i]芘 189-55-9 205-877-5

5 二苯并[a,h]芘 189-64-0 205-878-0

6
乙醇、2,2 ' -亚氨基双链、N- (c13 -15支链和直链

烷基)衍生物
97925-95-6 97925-95-6

7 丁氟螨酯 400882-07-7 -

8 邻苯二甲酸二异己酯 71850-09-4 276-090-2

9 氯吡嘧磺隆 100784-20-1 -

10 2-甲基咪唑 693-98-1 211-7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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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C） 1223/2009附件三“化妆品 限用物质清单”中增加“二氧化钛”：

序号 化学名称 /INN CAS号 EC号

11
氰氟虫腙

（E） -氰氟虫腙标准品

139968-49-3

852403-68-0
-

12 二丁基双(2,4-戊二酸根合 -O,O')-(OC-6-11)-锡 22673-19-4 245-152-0

2. （EC） 1223/2009附件三“化妆品

限用物质清单”中第 98条目“水杨酸”的

限用要求修改如下：

在“限用要求”一栏中，增加了对

“身体乳、眼影、睫毛膏、眼线笔、口红、

滚珠除臭剂”类产品中水杨酸的最大浓度

要求，为 0.5%。修改后，具体各类化妆品

中水杨酸的最大浓度要求如下：

一带一路专题

产品类别 即用制剂中的最大浓度要求

可冲洗的洗护发产品 3%

身体乳、眼影、睫毛膏、眼线笔、口红、滚珠除臭剂 0.5%

除身体乳、眼影、睫毛膏、眼线、唇膏、滚珠除臭剂以外的其他产品 2%

条目号

物质识别 限用要求 使用条件

和警告的

措辞化学名称 /INN
常见成分

名称
CAS号 EC号

产品类型，

身体部位

即用制剂中

的最大浓度
其他要求

待定

空气动力学直

径≤10微米的

颗 粒 含 量 为

1%及以上的二

氧化钛粉末

二氧化钛

13463-67-

7/ 1317-

70-0/

1317-80-2

236-675

-5/215-2

80-1/215

-282-2

（a）面部产

品；

（b）气溶胶

（喷雾） 型

发用产品；

（c）其他产

品。

（a）25%

（b） 普通用

途 气 溶 胶

（喷雾）型发

用 产 品 ：

1.4%；专业

用途气溶胶

（喷雾）型发

用 产 品 ：

1.1%。

（a） （b）：仅

以色素性、锐

钛矿、表面处

理的形式出

现；

（c）：不可用

于可能引起终

端用户吸入的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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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拟修订各类照明产品中

汞元素的豁免要求

欧盟于 2021年 7月 12日发布了“修

订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第 2011/65/EU号

指令的附件 III”的系列通报文件，涉及普

通照明用 /特殊目的用单端（紧凑型）荧光

灯、普通照明用双端线性荧光灯、非线性

三频荧光粉灯、其他低压放电灯、普通照

明用显色指数提高的高压钠 （蒸汽）灯、

金属卤化物灯、冷阴极荧光灯和特殊用途

外置电极荧光灯的汞豁免。主要内容如下：

针对（1）普通照明用单端（紧凑型）

荧光灯； （2）普通照明用双端线性荧光

灯；（3）部分普通照明用显色指数提高的

高压钠（蒸汽）灯，由于豁免的条件不再

满足（即在该豁免所涉及的灯具类别中替

代汞在科学上和技术上都是可行的），该豁

免不再延期。

针对（1）特殊目的用单端（紧凑型）

荧光灯；（2）非线性三频荧光粉灯；（3）

其他普通照明和特殊用途的荧光灯；（4）

部分普通照明用显色指数提高的高压钠

（蒸汽）灯；（5）冷阴极荧光灯和特殊用

途外置电极荧光灯； （6）其他低压放电

灯； （7）其他特殊用途的放电灯； （8）

其他高压钠（蒸汽）灯；（9）金属卤化物

灯，由于目前无法确保在该豁免所涉及的

灯具类别中用可靠的替代品来替代汞，因

此该豁免将被延长。

上述修订草案的拟批准日期为 2021年

10月。目前，上述修订草案正处于征求评

议意见阶段，意见反馈为期 60天。

欧盟拟修订食品中化学污染物

限制法规

2021年 7月 7日，欧盟卫生和食品安

全委员会网站 （DGSANTE） 发布咨询文

件，拟修订 （EC） No 1881/2006 号法规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法规》。主要修订内容

如下：

1.将 33项修正案和一些尚未公布的修

正案（如铅、镉、热带生物碱和麦角生物

碱）合并，并载于摘要，使立法更加明确；

2. 将第 1881/2006号条例及其修正案

的 58个脚注进行更新和简化；

3. 新的合并法规未包括婴儿食品的限

值，原来法规是按照婴儿食品不同类型设

定个别限值（如干物质或即食食品）；

4. 该提案预警将在 2021年 9月或 11

月由常委会表决。

该文件意见反馈期截至 2021 年 8 月

27日。（来源：海关总署）

海湾标准化组织（GSO）拟发布

化妆品和个人护理产品声明标准

7月 7日，阿联酋、巴林、科威特、阿

曼、卡塔尔、沙特、也门分别发布通报，

公布了海湾标准化组织制定的标准草案

GSO 12/FDS 2528:2021“化妆产品–化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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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个人护理产品声明的技术规范”，其中

对护肤品、护发产品、口腔护理产品等化

妆品及个人护理产品的声明进行了规范，

包括定义、基本原则以及违规声明的例子。

该标准主要规定了化妆品声明的基本

准则，重点内容摘要如下：

1.合法性

（1）化妆品声明必须符合海湾阿拉伯

国家内的所有法律，并且不与伊斯兰价值

观或社会习惯相冲突；

（2）声明的可接受性应基于化妆品的

普通终端用户的看法；

（3）如果声明中传达了产品具有特定

益处内容，而这种益处仅仅是符合最低法

律要求，则不应被允许。

2.真实性

（1）化妆品的总体介绍和对产品的个

别声明均不得基于虚假或不相关的信息。

如：（不含防腐剂），而该产品实际上含有

防腐剂；

（2）化妆品的声称必须是真实的；

（3）如果产品声称其含有某种特定成

分，则该成分应是人为存在的；

（4）提及特定成分特性的成分声明不

应暗示成品具有相同的特性，如果成品不

具有这些特性；

（5）标签上的声称必须在所有语言中

具有相同的含义。

3.有充分的的证据支撑

（1）化妆品的声明，无论是明确的还

是隐含的，都应得到制造商发布的充分和

可核实证据的支撑；

（2）证据或证明的水平应与所提出的

声明相一致，特别是对于缺乏功效可能导

致安全问题的声明（注：例如，声称具有

一定防晒系数（SPF）的防晒产品，必须根

据相关国际标准进行测试）；

（3）对一项声明的可接受性进行评估

应基于所有研究、数据和现有信息的证据

权重，这取决于声明的性质和终端用户的

普遍知识；

（4）产品必须符合声明中的技术要求。

如：天然或有机化妆品产品必须符合天然

或有机声明的技术要求。

4.诚实性

从产品的性能来看，不应过分夸大。

以下是一些例子：

（1）对使用前和使用后的图片进行修

正，以说明产品的效果；

（2）高级香水通常含有大量的酒精，

没有必要额外使用防腐剂。在这种情况下，

在广告中强调某种高级香水不含任何防腐

剂的事实是不诚实的；

（3）如果类似的产品具有相同的特性，

则声明不得将特定的特性归于有关产品；

（4）对产品性能的介绍不应超出现有

支撑性证据的范围；

（5）如果产品的作用与特定条件有关，

如与其他产品一起使用，应明确说明。

5.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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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产品的声明应是客观的，不得诋

毁竞争对手（如：最大、更好、更强），也

不得诋毁合法使用的成分。

6.决策的被理解性

（1）声明应清楚并可被普通终端用户

理解；

（2）营销传播应充分考虑到目标受众

对传播的理解能力。营销传播应清晰、准

确、相关并能被目标受众所理解。

泰国拟将食品用塑料袋和塑料器具

相关标准列为强制性标准

6月 9日泰国发布 G/TBT/N/THA/618、

G/TBT/N/THA/619、G/TBT/N/THA/620等 5

项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提出拟将 5项食

品用塑料袋和塑料器具相关标准列为强制

性标准。标准列表如下：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主要内容 拟执行日期

TIS 1027-2564

（2021）
食品用塑料袋

本标准包括用原生树脂制成的食品用塑料袋。

将塑料袋按用途分为 3 种类型，即用于热、

冷和冷冻食品三类。本标准还规定了产品的

形状、宽度、长度和厚度，以及外观、抗拉

强度、伸长率、耐温性、接缝强度、泄漏、

安全要求（如整体迁移和特定迁移、材料中

的物质等）的要求，还包括包装、标识、标

签、取样和合格标准及测试要求。

2021年 7月 15日

TIS 655 Part

1-2553（2010）

食品用塑料器具第

一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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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涵盖了与食品接触的一次性使用或可

重复使用的塑料容器和器皿。该器具由单一

材料或多种材料制成，是单层或多层，包括

与食品接触的容器的组成部分，例如盖子或

内盖等。本标准按高温、常温和低温三种条

件下的使用性对塑料器具进行了区分。同时

将食品用塑料器具按塑料类型分为 6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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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规定了一般要求，如耐温、耐臭、耐

冲击、安全要求，以及包装、标记和标签、

取样和合格标准以及测试要求。

2021年 7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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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针对那些希望获得长

期成功并需要建立和维持合规管理的组织，

并力求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期望。此

外，在这个新标准中也会有打击盗版、欺

诈、洗钱和腐败的相关措施。

负责制定 ISO 37301标准的巴西专家

阿里奥斯托·法里亚斯在会上讲解了该标

准，内容涉及该标准的发展阶段、对象国

家和国际历史、主要目标、概念、结构、

实施步骤，并宣布由 ABNT 提供与该主题

有关的两个课程，以指导正确解释并实施

该标准。（来源：ABNT）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主要内容 拟执行日期

TIS 655 Part

2-2554（2011）

食品用塑料器具第

二部分：聚氯乙

烯、聚碳酸酯、聚

酰胺和聚甲基丙烯

酸甲酯

本标准涵盖了与食品接触的一次性使用或可

重复使用的塑料容器和器皿。该器具由单一

材料或多种材料制成，是单层或多层，包括

与食品接触的容器的组成部分，例如盖子或

内盖等。本标准按高温、常温和低温三种条

件下的使用性对塑料器具进行了区分。同时

将食品用塑料器具按塑料类型分为 4类，即

聚氯乙烯、聚碳酸酯、聚酰胺和聚甲基丙烯

酸甲酯。本标准规定了一般要求，如耐温、

耐臭、耐冲击、安全要求，以及包装、标记

和标签、取样和合格标准以及测试要求。

2021年 7月 15日

TIS 655 Part

3-2554（2011）

食品用塑料器具第

3 部分：丙烯腈 -

丁二烯 -苯乙烯和

苯乙烯 -丙烯腈

本标准涵盖了由丙烯腈 -丁二烯 -苯乙烯和

苯乙烯 -丙烯腈制成的用于准备、储存或消

费的与食品接触的塑料容器和器皿，并包括

与食品接触的容器的组成部分，例如盖子或

内盖等。本标准按高温和常温两种条件下的

使用性对塑料器具进行了区分。它将食品用

塑料器皿按塑料的类型分为 2种，即丙烯腈

-丁二烯 -苯乙烯和苯乙烯 -丙烯腈。本标

准规定了一般要求，如耐温、耐臭、耐冲击、

安全要求，以及包装、标记和标签、取样和

合格标准以及测试要求。

2021年 7月 15日

TIS 3022-2563

（2020）

用于再加热的微波

食品塑料袋

本标准包括直接接触食品的塑料袋,用于盛装

食品并用于微波炉加热。其耐温性不应低于

80℃。本标准还规定了产品类型、尺寸、材

料、规格、包装、标志和标签、抽样以及合

格和测试要求。

2021年 7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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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智库国际研讨会

在厦举办

2021金砖国家智库国际研讨会 6月 10

日在厦门举办，来自金砖各国知名学界、

业界和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商协会代表等

200余人通过线上、线下形式出席研讨会。

厦门是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举

办地，去年 12月，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

伴关系创新基地在此正式启动。中联部副

部长、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理事

长郭业洲和与会人士分享了中方理事会关

于创新基地建设的一些初步想法和思考。

他说，首先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打造合作共赢的合作平台。创新基地的建

设过程必须要始终秉持多边主义原则。五

国的事情由五国共同来办，商量着办。

其次，要坚持开放创新，打造创新合

作的先行区。基地建设要以推进技术创新

合作为重中之重，着眼于全球前沿技术和

关键技术领域，挖掘金砖各国在人工智能、

大数据、区块链、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

域中的潜力，深化金砖国家在智能制造、

工业互联网、绿色工业、生物医药等高新

技术领域的产业合作。

第三，要坚持三轮驱动，打造务实合

作的重要抓手。创新基地要聚焦开展政策

协调、人才培养、项目开发三大板块的务

实合作。

最后，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打造绿色

发展的新标杆，逐步推动并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金砖经验，为全球提供可持续发

展和经济绿色恢复的典范。金砖国家新开

发银行副行长阿尼尔·基肖拉表示，他于

2020年第一次前来厦门，见证了金砖国家

新工业革命合作伙伴关系创新基地的正式

启动。“对于我们来说，这也是金砖国家

合作的全新的里程碑，也是前所未有的。”

金砖国家智库巴西、俄罗斯、印度、

南非牵头方负责人也通过视频致辞。（来

源：中国新闻网）

中俄元首举行视频会晤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6月 28日下午在

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两

国元首宣布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决定 《中

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普京热烈祝

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金砖五国

金砖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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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我们即将迎来《中俄睦

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 20周年。《中俄睦

邻友好合作条约》确立的世代友好理念符

合两国根本利益，契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主题，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生动实践。今天的中俄关系成熟、

稳定、坚固，经得起任何国际风云变幻考

验。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

坚定支持，战略协作富有成效，有力维护

了两国共同利益。务实合作成果丰硕，质

量和体量同步提升。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协

调配合，共同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国际

公平正义。在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人类

发展遭遇多重危机背景下，中俄密切合作，

为国际社会注入了正能量，树立了新型国

际关系的典范。我们应全面总结中俄关系

始终航向不偏、动力不减的成功经验，对

各领域合作新目标、新任务作出顶层设计，

为《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注入新的时

代内涵。相信在《条约》精神指引下，无

论前进道路上还需要爬多少坡、过多少坎，

中俄两国都将继续凝心聚力、笃定前行。

普京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表示，俄方珍视历史上同中国共产党

的交往历程，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

往，祝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并在国际事务

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普京表示，《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体现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意愿，《条约》

确立的有关原则和精神为俄中关系长期顺

利发展发挥了重要、独特作用。俄方对当

前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和两国

合作全面稳步发展感到满意。今天我们宣

布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决定《俄中睦邻友

好合作条约》延期，将为俄中关系长远发

展奠定更加牢固的基础。俄方愿同中方继

续深化战略互信，密切战略协作，继续相

互坚定支持各自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的努力，相互尊重各自选择的制度和发展

道路，深化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加强在

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协作，将俄中新时代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

习近平感谢普京及俄各界通过多种方

式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表示祝贺和支持。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俄方为维护国

家长治久安采取的有力举措，坚定支持俄

方办好自己的事。（来源：中国政府网）

俄罗斯成立“智慧”

标准设计技术委员会

根据俄罗斯联邦技术调节与计量署命

令，成立了新的标准化设计技术委员

会———“智慧标准”（PTC 711）。

随着数字转型速度的加快，催生了更

广泛运用数字技术的需求。其中一项任务

便是将该技术运用至标准化文件，使设计

师、操作师和工程师在产品、工艺的研发

和生产过程中可以运用。智慧标准是指，

在没有操作员参与的情况下，机器不仅能

理解此类标准内容，还能独立对其进行运

用和解读。这些标准在本质上是能够在元

金砖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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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间建立独立联系的信息模型。PTC 711

的成立旨在开发将标准化文件转换成机器

可读和机器可理解形式的统一路径，保障

该类标准在俄罗斯工业中能够得到更广泛

的运用。

PTC 711秘书处由俄罗斯联邦国家单

一制机构“俄罗斯标准化、计量与合格评

定科学技术信息中心”承担。

该技术委员会包括俄罗斯国家原子能

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俄罗

斯航天国家集团公司，以及铁路和建筑行

业的龙头企业等共计 26个成员。对上述组

织机构来说，在当下全球经济数字化背景

下保障技术要求能被机器读取的需求是最

为迫切的。（来源：GOST R）

巴西混凝土协会负责

ABNT/CEE-169的标准化工作

ABNT 批 准 了 巴 西 混 凝 土 协 会

（Ibracon） 关于“特殊混凝土、混合混凝

土、砖石结构的执行和检查”的项目，并

承认其为该行业的代表，负责管理和协调特

殊混凝土、混合混凝土、砖石结构的执行和

检查特别研究委员会（ABNT/CEE-169）的

标准化工作。

在此项目中，Ibracon负责管理和协调

ABNT/CEE-169的工作，涵盖特殊混凝土

结构（简单、钢筋、预应力和非传统材料

加固）、混合钢和混凝土、砖石结构，以及

针对桥梁、高架桥、隧道、立交桥、地下

通道和人行天桥的执行和检查，此外，还

有关于术语、程序、要求、测试方法的标

准化工作。

此项工作代表了对 Ibracon在巴西混凝

土结构的设计、执行、检验、测试和控制领

域活动的认可，该协会一直向 ABNT以及

巴西土木建筑委员会（ABNT/CB-002）和水

泥、混凝土和骨料委员会（ABNT/CB-018）

提供服务。

此标准化工作将于 8月启动。委员会

的第一次会议旨在修订标准 ABNT NBR

9452:2019 “桥梁、高架桥和混凝土人行

桥的检查 -具体程序”，并为此邀请整个社

会参与 并自愿 贡献相 关 技 术 知 识。

ABNT/CEE-169的第一项活动还包括更新

标准 ABNT NBR 9607:2019“混凝土结构

的静态负载测试 -要求和程序”。

与 ABNT/CEE-169相关的混凝土结构

设计活动将由巴西结构工程和咨询协会

（Abece）操办，该组织与 Ibracon和 ABNT

达成协议，将通过钢、木和混合结构的检

验特别研究委员会 （ABNT/CEE-231） 协

调标准化活动。（来源：ABNT）

ABNT举行标准 ABNT NBR ISO

37301发布会直播

ABNT 于 6 月 7 日举行了标准ABNT

NBR ISO 37301 - 合规管理体系的现场发

布会。该活动由 ABNT 官方Youtube 频道

转播，并有 500多人参与了直播。

在发布会上，ABNT主席马里奥·威廉·

埃斯佩尔表示，该标准的

金砖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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