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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简报

要闻简报

2016年 1月 1日起我国调整进出

口关税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统筹考虑和综合运

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支持产

业转型升级，推动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国务院关税税

则委员会审议，并报国务院批准，自 2016

年 1月 1日起，我国将对进出口关税进行

部分调整。

为促进进出口稳定增长，加强先进技

术、产品和服务进口，增加有效供给，推

进国内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2016年关税调整将继续鼓励国内亟需的先

进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

以暂定税率方式降低高速电力机车的牵引

变流器、电视摄像机取像模块、纯电动或

混合动力汽车用电机控制器总成、无铬鞣

剂、牛羊油脂等商品的进口关税。为丰富

国内消费者购物选择，适应国内消费升级

需求，2016年将适度扩大日用消费品降税

范围，以暂定税率方式降低进口关税税率

相对较高、进口需求弹性较大的箱包、服

装、围巾、毯子、真空保温杯、太阳镜等

商品的进口关税。为充分发挥关税对国内

产业的保护作用，根据国内生产满足需求

情况，2016年将对自动络筒机等部分商品

关税进行相应调整。同时，2016年还将取

消磷酸、氨和氨水等商品的出口关税，适

当降低生铁、钢坯等商品的出口关税。

为扩大双边、多边经贸合作，以周边

为基础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形成面向全

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根据我国与其他

有关国家或地区签署的贸易或关税优惠协

定，2016年将对中国与冰岛、瑞士、哥斯

达黎加、秘鲁、新西兰自贸协定以及内地

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等 7个协定实

施进一步降税。同时，根据我国 2012年在

亚太经合组织（APEC）框架下对部分环境

产品降税的承诺，2016年将实施税率高于

5%的 27项环境产品税率降至 5%，主要

有污泥干燥机、垃圾焚烧炉、太阳能热水

器、风力发电机组等。

为适应科学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

贸易结构优化，加强进出口管理的需要，

2016 年对进出口税则中部分税目进行调

整。调整后，2016 年税则税目总数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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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5个增加到 8294个。

国家标准委发布 9项金融服务国

家标准

1月 5日，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国家质检

总局和国家标准委召开发布会，发布 《银

行营业网点服务基本要求》、《银行营业网

点服务评价准则》、《银行业产品说明书描

述规范》、 《银行业客户服务中心基本要

求》、《银行业客户服务中心服务评价指标

规范》、《商业银行客户服务中心服务外包

管理规范》、 《商业银行个人理财服务规

范》、《商业银行个人理财客户风险承受能

力测评规范》和《金融租赁服务流程规范》

等 9项金融国家标准，新标准将于 6月 1

日实施。

本次发布的 9项国家标准是金融行业

规范相关金融服务、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方面的金融国家标准。《银行营业网点服

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规定了服务环境和

功能、服务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

的基本要求。与之配套的《银行营业网点

服务评价准则》国家标准，提出了包括营

业网点员工主动告知客户相关服务项目及

价格等 94项具体评价指标。《银行业产品

说明书描述规范》国家标准明确了产品说

明书应列明产品适合的客户群、服务费用、

预期收益、风险分析等 36个实质性要素。

《银行业客户服务中心基本要求》提出了客

户服务中心关键岗位人员配备比例建议。

《银行业客户服务中心服务评价指标规范》

提出了服务接通率、服务水平和平均应答

速度等指标的量化计算体系。

两部委联合发布《国家智能制造

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为解决标准缺失、滞后以及交叉重复

等问题，充分发挥标准在推进智能制造发

展中的基础性和引导性作用，指导当前和

未来一段时间内智能制造标准化工作，根

据 《中国制造 2025》的战略部署，日前，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联合发布了《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

指南（2015年版）》 （以下简称“建设指

南”）。

“建设指南”明确了建设智能制造标准

体系的总体要求、建设思路、建设内容和

组织实施方式，从生命周期、系统层级、

智能功能等 3个维度建立了智能制造标准

体系参考模型，并由此提出了智能制造标

准体系框架，框架包括“基础”、“安全”、

“管理”、“检测评价”、“可靠性”等 5类

基础共性标准和“智能装备”、“智能工

厂”、“智能服务”、“工业软件和大数

据”、“工业互联网”等 5类关键技术标准

以及在不同行业的应用标准。为便于企业

参阅，“建设指南”对现有智能制造相关

标准按“基础共性”、“关键技术”和“重

点行业”进行了分类整理。“建设指南”

以聚焦制造业优势领域、兼顾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为出发点，按照“共性先立、急用

先行”原则，主要面向跨领域、跨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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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集成类标准，通过统筹标准资源、优

化标准结构，重点解决当前推进智能制造

工作中遇到的数据集成、互联互通等基础

瓶颈问题。“建设指南”采取滚动修订制

度，每 2－3年修订后发布。

中国推出智能电视操作系统官方

标准 TVOS2.0

中国近日推出智能电视操作系统的官

方标准———TVOS2.0。这或将结束目前智

能电视操作系统“各自为政”的局面。

今后，中国各广电网络公司和互联网

集成公共平台，以及广电智能终端产业联

盟将按照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工业和

信息化部的要求进行应用部署。目前，

TVOS2.0 首批确定在上海、江苏、湖南、

陕西四个试点省市进行安装。

该标准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科技

司、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共同发布，

研发基础来自华为 MediaOS 和阿里巴巴

YunOS，拥有华为、阿里、中兴、湖南广

电等 60多家成员单位。系统内置了智慧家

庭服务、媒体网关、智能人机交互、大数

据采集等软件功能模块，并搭载了视频通

信、电视游戏等增值业务。

国内首个分布式光伏服务地方标

准即将发布

目前，国内首个涉及分布式光伏发电

工程全过程服务行为的地方标准———《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服务规范》已完成初稿并

正进入报批阶段。该标准由上海市节能工

程技术协会、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

究院、近二十余家光伏企业与行业技术专

家共同参与起草。而作为参与指定该项标

准的骨干企业，晶科能源旗下全资子公司

-晶科光伏科技(中国)有限公司积极参与了

标准的制定工作，为推动上海乃至全国分

布式光伏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起到了一定

的促进作用。

由于我国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标

准长期缺失，导致电站前期设计不规范、

施工不达标，甚至进一步引发在项目后期

运维过程中无法进行有效甄选和准确分析

等一系列问题。同时，由于标准缺失，造

成政府投资验收无标准，企业投资建设无

依据，严重影响了我国分布式光伏产业健

康有序发展。因此，分布式光伏项目服务

标准亟待制定。

在业内专家看来，该标准将从行业层面

解决业内无标准可依的乱象，规范分布式光

伏工程企业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切实

保障了项目业主及投资商等各方的利益。

浙江省政府与国家标准委签署深

化标准化工作改革加快标准强省建设

合作备忘录

2015年 12月 17日，浙江省政府和国

家标准委在杭州签署了《关于深化标准化

工作改革加快标准强省建设合作备忘录》，

以标准化助推浙江经济社会高标准高质量

发展。浙江省政府副省长朱从玖和质检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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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党组成员、国家标准委主任田世宏签署

合作备忘录并讲话，省政府副秘书长陆建

强主持会议，国家标准委副主任崔钢、浙

江标准强省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单位负

责人参加了会议。

朱从玖指出，浙江省委、省政府对标

准化工作历来高度重视。早在 2006年，时

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就指出：“加强标

准化工作、实施标准化战略，是一项重要

和紧迫的任务，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长远

的意义。”近年来，浙江大力实施知识产权

战略、标准化战略和品牌战略，联动推进

标准强省、质量强省和品牌强省建设，标

准在促进创新成果产业化、提升“浙江制

造”竞争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保护环

境、促进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美丽

乡村”建设、电子商务及智慧城市、“互

联网＋”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

引领作用，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此次建立省部

标准化合作机制是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

加快建设标准强省的重要手段，浙江将按

照总书记要求的“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

在前列要谋新篇”“更进一步、更快一步，

继续发挥先行和示范作用”新使命，扎实

推进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进一步创新体

制机制，优化“浙江标准”体系，以标准

供给保障制度供给，有效支撑经济社会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同时，也为全国标准化工作改革提供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

根据《合作备忘录》，我省将从六个方

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加强对标准化工

作的组织领导和政策支持、改革优化地方

标准体系、全面深化企业标准管理制度改

革、大力培育发展团体标准、创新标准实

施与监督模式、加快标准服务业发展。国

家标准委将从六个方面支持我省建设标准

强省：支持浙江率先开展标准化综合改革

试点和推进实施国家战略标准创新、提升

“浙江制造”品牌竞争力、加强标准化研究

基地与技术组织建设、开展国家标准化试

点示范项目建设、加强标准化人才队伍建

设、开展国外先进标准研究工作。

2016首届国际物联网标准与产业

峰会在上海举行

2016 年 1月 18日，首届国际物联网

标准与产业峰会在上海举行，此次会议也

是 ISO/IEC JTC1 WG10国际物联网标准工

作组全会首次在中国召开。国际三大标准

组织 ISO、 IEC、 ITU-T 相关负责人、

ISO/IEC JTC1 主席 Karen Higginbottom、

IEC 中央办公室 ICT 标准负责人 Gilles

Thonet、 ITU-T SG17 副主席林兆骥 、

ISO/IEC JTC1 WG10 召 集 人 Sangkeun

YOO、国际自动识别与移动技术协会董事

会主席 Chuck Evanhoe等参会，共同探讨

物联网标准与产业热点。

中欧世贸争端中国首战首胜

日内瓦时间 2016年 1月 18日，世贸

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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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裁定欧盟对中国部分钢铁紧固件反倾

销措施违反世贸规则, 长达七年的中国钢铁

业反倾销争端终于落槌。据了解，这是中

国首次在世贸起诉欧盟并获得首胜。

中欧世贸争端大事记：2009 年 1 月，

欧盟对中国出口欧盟的螺丝、螺母、螺栓

和垫圈征收 26.5%至 85%不等的反倾销关

税；2009年 7月，中国向世贸组织提起诉

讼；2010年，世贸组织专门小组裁决，欧

盟的反倾销测算前后不一致；2011年，世

贸组织在上诉审理中维持了前一裁决；

2012年 10月，欧盟称已根据世贸组织裁

决调整了上述措施。但中国提出异议；

2015年 8月 世贸组织专门小组作出裁

决，认为欧盟并未作出调整；2016年 1月

18日，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拒绝了欧盟就该

裁决提出上诉的请求，中国获胜。

德国研究人员认为 TTIP 无法替

代WTO制定全球标准

《欧盟动态》 1月 13日援引柏林全球公

共政策研究所和赫尔梯行政学院研究人员

的评论文章称，TTIP的支持者认为，该协

定将不仅为美欧而且为其他地区制定规则

提供机会。德国经济部长加布里尔

（Sigmar Gabriel）认为，TTIP 是“我们操

纵全球化的杠杆。”实际上，TTIP设定全球

标准的能力有限，欧美最多能设定对其他

国家重要的少数产品技术标准。TTIP是从

多边贸易撤退和明确排斥WTO的象征，但

欧美不能用 TTIP取代WTO。TTIP不是为

全球引入更高环境标准或工人权利的适当

论坛，其谈判人员设定的目标是在少数领

域统一标准，可能性较大的是互相承认双

方在 TTIP涉及绝大部分领域的现有做法。

文章强调，欧美应意识到，单独推进 TTIP

只会刺激经济联盟的形成，不利于全球化的

实现。如想根据其价值观推进全球化，他们

不能忽视WTO及其他多边论坛，因为只有

WTO提供了谈判全球贸易规则的机会。

欧洲研发电动车安全头盔

电动车安全问题一直备受瞩目，中国

作为世界上电动自行车最大的产销国，电

动车的安全问题更是成为了社会广泛关注

的一个重要热点，有消息称安全问题有望

解决。

欧洲电动自行车专用的安全帽研发下

个月就会开始。安全帽制造商和其他利益

相关者可以在 2016年 1月底就参与此项专

案提出申请。这项又称为「荷兰技术协议

(NTA)」的专案基础将会变成欧盟标准。

这个研发过程的开始是来自荷兰产业协

会 RAI和荷兰标准机构(NEN)的提议。这项

研发过程的基础会伴随著 NTA的组成条件，

也就是针对高速电动自行车使用者所需之安

全帽的需求列表。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必须在

2016年 1月 25日之前参与此项专案。

日本发布食品安全相关有害化学

物质的监测计划

2016年 1月 8日，日本农林水产省发

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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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优先风险管理有害化学物质名单，以及

食品安全相关有害化学物质的监测中期计

划。日本优先风险管理有害化学物质名单

共包括 28种有害化学物质，包括：植物中

生物碱、霉菌毒等，调理、加工等生成危

害因素（如缩水甘油脂肪酸酯类），并增加

环境中存在的危害因素（如放射性铯）；同

时取消对健康关联性较小的多溴联苯醚

（PBDE）等 5种物质。

印度修订污染物和生物毒素限量

标准

2016 年 1 月 13 日，印度食品安全标

准局发布公告，修订水产品中污染物和生

物毒素限量标准，具体见表 1：

印度制定乳制品中的三聚氰胺最

大残留限量

2016 年 1 月 11 日，印度食品安全与

标准管理局（fssai）发布 2016年食品安全

和标准（污染物，毒素和残留物）修正案

条例，增加乳和乳制品中的三聚氰胺的最

大限量，具体如下:

印度将推更严燃料排放标准

印度政府近日宣布将执行更加严格的

燃油排放标准来治理汽车尾气排放问题，

尽管此前汽车制造商抗议称，燃料质量跳

跃式升级将扰乱他们的产品开发计划。按

照印度政府的规定，到 2020年 4月所有新

车必须符合相当于欧 6排放规范的燃料质

量规定，执行该规范意味着汽车 N2O气体

排放量较目前水平降低 68％。

印度交通运输部部长 Nitin Gadkari在 1

月 11日新德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政府坚

持推行更严格的燃料排放标准，他说：

要闻简报

序号 污染物、生物毒素名称 水产品类别 限量标准

1
多氯联苯 （PCB28, PCB52, PCB101, PCB138,

PCB153和 PCB180总量）
内陆及洄游鱼类 2.0ppm

2
多氯联苯 （PCB28, PCB52, PCB101, PCB138,

PCB153和 PCB180总量）
海鱼、甲壳类、贝类 0.5ppm

3 苯并芘 烟熏水产品 5.0ppb

4 麻痹性贝类毒素（PSP） 双壳贝类 80μg/100g（石房蛤毒素当量）

5 失忆性贝类毒毒（ASP） 双壳贝类 20μg/100g （软骨藻酸当量）

6 腹泻性贝类毒毒（DSP） 双壳贝类 160μg冈田酸当量 /kg

7 原多甲藻酸贝类毒素（AZP） 双壳贝类 160μg原多甲藻酸当量 /kg

8 双鞭甲藻毒素（BTX） 双壳贝类 200鼠标或同等 /kg

污染物 产品中文名称 最大残留限量 mg/kg

三聚氰胺

婴幼儿配方奶粉 1

婴幼儿配方奶 0.15

其他食品 2.5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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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汽车制造商在全球范围内都遵循相

同的规范，为什么在印度不能呢？污染问题

正日益严重，我们必须正视并着力解决它。”

包括印度国内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马鲁蒂铃木和马亨德拉都对这一计划提出

批评，认为没有足够时间来测试车辆执行

更严格的规范。目前印度销售的汽车都要

求执行 2010年通过 BS-4标准，该标准将

在 2017 年到期。多家机构两年前考虑在

2024年 4月起所有汽车执行 BS-6燃料新

规，而印度交通部在去年年底提出的执行

草案建议在 2021年执行新规。

巴西修订噁唑菌酮残留限量标准

2016年 1月 4日，巴西发布 G/SPS/N/

BRA/1089号通报，修订植物产品中噁唑菌

酮残留限量标准。具体内容如下：

加拿大解草嗪等农药残留限量

2016 年 1 月 5 日 ，加拿 大发 布

G/SPS/N/CAN/960/Add.1、G/SPS/N/CAN/

961/Add.1、 G/SPS/N/CAN/962/Add.1，部

分植物源性食品中解草嗪等 3种农药残留

限量。具体如下：

欧盟发布霸螨灵审查结果

2016 年 1月 15日，据欧洲食品安全

局 （EFSA） 消 息 ， 参 照 欧 盟 （EC）

No396/2005法规 12章，欧洲食品安全局

对 动 植 物 源 性 食 品 中 霸 螨 灵

（fenpyroximate）的最大残留限量进行了审

查。具体结果如下：

要闻简报

农药名称 产品名称
限量标准

（mg/kg）

安全间隔期

（天）

噁唑菌酮 洋葱 0.01 3

豆类 0.3 7

胡萝卜 0.05 1

土豆 0.01 7

西红柿 1.0 7

通用名 MRL（ppm） 食品类别

解草嗪 0.01 胡萝卜

二甲戊乐灵 0.1 珍珠稷

唑菌胺酯 40 菜用甜菜头、萝卜头

序号 产品名称
现有限量
（mg/kg）

审查结果
（mg/kg）

1 坚果 0.05 --

2 枸杞 0.5 0.2

3 葡萄干 1 0.4

4 醋栗 0.5 0.4

5 玫瑰果 0.5 0.4

6 接骨木果 0.5 0.4

7 土豆 0.05 --

8 块根芹 0.1 0.1

9 西红柿 0.2 0.2

10 胡椒 0.3 0.3

11 茄子 0.2 0.2

12 黄秋葵 0.2 --

13 黄瓜 0.3 0.08

14 西葫芦 0.1 0.08

15 南瓜 0.05 0.05

16 豆类（新鲜带荚） 0.7 0.7

17 豆类（新鲜不带荚） 0.4 --

18 酒花（干） 10 15

19
猪肉、猪脂肪、猪肝、

猪肾
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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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发布修订 《食品标签标准》

公告并征求意见

2016 年 1 月 14 日，韩国 KFDA 为了

使消费者更加容易理解食品的营养信息，

对食品的营养标示方法，做了部分修改。

其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a. 修改了营养成分的标示单位及标记

方法；

b. 修改营养成分标示顺序，消费者关

注度较高的钠等营养成分标记顺序提前；

c.修改了营养成分标记名称；

d.修改了营养成分标记图案；

e. 新设了阿洛酮糖的热量系数，为

0kcal；

f.修改了分装食品的营养成分标示基准。

意见征集时间截止至 2016年 2月 3日。

韩国发布《畜产品加工标准及成

分规格》部分修改征求意见稿

1月 11日，韩国 KFDA发布公告（第

2016-14号）修改《畜产品的加工标准及成

分规格》，相关意见征求稿的主要内容如下：

a．统一畜产品与食品法典的组成体系

（对总则进行修改）。

1） 修改 《畜产品加工标准及成分规

格》分类体系，即将当前收录在第 3.畜产

品试验方法中的总则移到“第 1.总则”里，

以便于使用；

2）修改焦油色素的定义，使其与《食品

法典》及《食品添加剂法典》的内容一致；

3）畜产加工品中新设群、种、类型相

关分类原则。

b.用语及术语的修改

1）对杀菌的定义进行了修改，以便正

确表达杀菌不是将微生物杀灭而是控制在

一定的水平；

2）微生物检测用试料仅限试料量少时

允许采集 10g(mL)，所以删除了“根据需

要”采集语句；

3）经加热杀菌的肉食加工品的加工标

准中追加“加热杀菌后卫生包装及处理”

相关内容，以此明确其意义。

c.修改及新增实验方法

1）修改丙酸、脱氢乙酸、山梨酸、安

息香酸及其盐类、对羟基苯甲酸甲酯的实

验方法；

2）新增人工甜味剂实验方法；

3）删除油溶性色素的实验方法；

4）修改细菌培养实验法的温度及保存

时间；

5）肠出血性大肠菌实验法中新增附加

条款，以便制定 PCR反应条件为非最佳条

件时可变更使用的依据。

以上意见征集时间至 2016年 3月 11日。

序号 产品名称
现有限量
（mg/kg）

审查结果
（mg/kg）

20
牛肉、绵羊肉、绵羊脂

肪、山羊肉、山羊脂肪
0.01 0.01

21 牛脂肪 0.02 0.01

22 牛肝、绵羊肝、山羊肝 0.01 0.08

23 牛肾、绵羊肾、山羊肾 0.01 0.09

24 牛奶、绵羊奶、山羊奶 0.01 0.01

25 其他动植物产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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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垒资讯

美 国 G/TBT/N/USA/1056 号 通

报，太阳灯产品；修订性能标准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HHS)食品药品

管理局(FDA)于 2016年 1月 5日发布标题

为“太阳灯产品；修订性能标准”的通报

法规。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现提出修

订太阳灯产品和此类产品中使用的紫外线

(UV)灯性能标准。该标准上次修订是 1985

年。现有的修订旨在通过要求更有效地传

达产品引起的风险促进消费者安全。还通

过更新能够反映当前科技发展的技术要求

减少消费者风险，并通过采纳和引用编入

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 (IEC) 60335-2-27,

Ed. 5.0: 2009-12的某些元素。

该项通报的实施将对我省出口美国的

太阳灯产品企业造成一定影响，修订后的

太阳灯产品性能标准采用了部分 IEC标准，

对生产企业提出了更高的生产技艺要求。

美 国 G/TBT/N/USA/1057 号 通

报，高度关注的儿童相关化学品清单

法规提案公告：2015年 1月 11日

美国俄勒冈州卫生局 / 公共卫生处于

2016年 1月 5日发布标题为“高度关注的

儿童相关化学品清单法规提案公告：2015

年 1月 11日”的通报法规。无毒儿童法案

（SB 478, 2015阶段）要求在俄勒冈州销售

儿童产品的生产商报告是否其产品包含儿

童产品使用的儿童健康高度关注化学品。

通报的化学品包括甲醛、苯胺、二甲基亚

硝胺、苯、氯乙烯、乙醛、二氯甲烷、二

硫化碳等等。

该项通报的实施将对我省出口美国俄

勒冈州的儿童产品企业造成一定影响。依

据该通报法规，我省出口美国俄勒冈州的

儿童产品需在程序上进行有关是否含有高

度关注化学品的通报。

韩国 G/TBT/N/KOR/620号通报，

保健功能食品标签标准修订提案

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于 2016年 1月 7

日发布标题为“保健功能食品标签标准修

订提案”的通报法规。“保健功能食品标

签标准”修订提案主要内容如下：

●要求显示标签信息时使用大于 10号

字体；

壁垒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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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要求功能信息的标签规定中删除

了“功能等级”；

●从标签规定中删除了术语“可溶组

分”；

●允许在包含人参（或红参） 功能成

分的产品上标记人参（或红参）标志；

●澄清了要求标明接触过敏原可能性

规定中的“生效设施”范围。

该项通报的实施将对我省出口韩国的

保健功能食品企业造成一定影响。修订后

的保健功能食品标签删除、增加、修订了

部分内容，这要求相关企业在注重保证产

品质量的同时切不可忽视形式上的标签要

求，以免因标签原因造成出口受阻。

上述通报法规将对我省灯具产品、儿

童产品、保健功能食品出口产生影响。为

此，省WTO/TBT通报咨询中心已将上述通

报向相关企业与协会发出预警，提示早做

防范，避免损失。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

召回中国产品情况

针对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CPSC）

在 2015 年 12 月 21 日至 2016 年 1 月 20

日通报的数据进行汇总、统计后，得出以

下结论：被召回的产品种类涉及电脑椅、

不锈钢厨具、吊扇、电烤盘等共计 13例，

涉及产品总金额高达 1.6亿美元。召回原因

主要为坠落、摔伤、火灾、烧伤和窒息等。

主要召回产品情况如下：

一、电脑椅，此次召回的产品是：

Crawley II电脑椅，黑色，高背，带有基座

的可调节座椅，有 5个轮子。召回产品在

底座标签上印有 SKU 编号 493822，或

OfficeMax 的项目编号 23324118 和“US

REG. No. PA 25917(CN)”。召回的原因:座

椅的底板焊接处容易断裂，从而使消费者

有坠落危险。截至目前，Office Depot已收

到 8份事故报告，但没有受伤的报告。召

回数量 300，000件，损失金额为 4，200

万美元。

二、不锈钢厨具，此次被召回的产品

是一款型号为 ICS:97.040的厨具。召回原

因:该产品用于覆盖煎锅铆钉的金属圆片易

弹出，有击伤使用者的危险。截至目前，

Macy’s公司已收到 7起事故报告，其中

造成 3 起轻伤，包括擦伤、烧伤和红肿。

召回数量 121， 000 件，损失金额为

1，573万美元。

三、吊扇，此次被召回的产品是一款

型号为 ICS:97.030；29；31的吊扇。召回

原因:该款吊扇在反向转动时，吊扇发动机

和扇片会从适配器上脱落，造成扇片坠落

的风险。截至目前，Casablanca公司已收

到 8起事故报告，其中包括 1起轻伤和 1

起轻微财产损失。召回数量 30，000 件，

损失金额为 1，455万美元。

四、自行车，此次被召回的产品是一

款型号为 ICS:97.220； 97.200； 33.160；

43.150的自行车。召回原因：该款自行车

的车把立，会造成碳纤维前叉操控管发生

断裂，骑车人有出现摔伤的危险。截至目

壁垒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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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Focus Bicycles USA公司已收到 11起

发生在美国以外的事故报告，其中包括 1

起来自法国的事故报告。美国地区尚未收

到相关人员受伤报告。召回数量共计 501

辆，损失金额约 283万美元。

五、本月召回数量最多且损失金额较

大的产品是电烤盘 , 此次召回的产品是

Rival 牌电烤盘，型号 XJ-14207，黑色，

长 20英寸宽 10.5英寸。在电烤盘底部商

标上印有“Walmart”和产品型号；烤盘外

部边缘和温度旋钮上印有“Rival”。召回原

因：当电烤盘通电时，加热部件可能会断

裂，从而使水进入加热元件，引发触电危

险。截至目前，尚未收到事故报告。此次

被召回的产品在美国销售数量约为

330，000件,损失金额约 660万美元。

六、本月召回损失金额最多且数量较

多的产品是吊椅和支架，此次召回的产品

是：Pier 1 Imports公司进口的 Swingasan誖
吊椅和支架。吊椅和支架为分开售卖。吊

椅挂在一个钢支架上，钢支架则是一个锻

铁框架，由塑料编织柳条包裹。产品有多

种颜色和形状，支架则由钢制成，有 4种

颜色。召回原因：椅子的悬挂处可能断裂，

或在使用过程中支架可能会不稳固，有引

发坠落的危险。截至目前，Pier 1 Imports

收到 101起椅子和支架的事故报告：包括

93起在使用过程中支架不稳固的报告，其

中有 23起消费者受伤报告；另外有 8起悬

吊硬件脱落的报告，其中有 4起消费者受

伤报告。召回数量 260，000件，损失金额

约 7，800万美元。

欧洲非食品类消费产品的快速警

报系统 （RAPEX） 召回中国产品情

况

对欧洲非食品类消费产品的快速警报

系统 （RAPEX）从 2015 年 12 月 21 日起

至 2016年 1月 20日通报的数据进行汇总、

统计、分析后，得出以下结论：被召回的

产品种类有玩具、服装纺织品、灯串、日

用电器与设备类、激光笔类等共计 27例，

其中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服装纺织品 （12

例）、玩具（7例）、日用电器与设备 (3例)；

召回的主要原因分别是触电(5 例）、勒颈

（5例）、受伤(4例)、化学危害（4例）、受

伤 /勒颈（3例）和呛噎（3例）。具体分析

如下：

一尧 服装纺织品
1. 短上衣、羊毛衫胸部上的区域、套

装背面、风帽、腰部区域及夹克下缘的拉

绳，可能在儿童各种活动中成为羁绊，存

在导致儿童受伤和勒颈的危险。不符合欧

盟相关标准 EN14682。

壁垒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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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裤子及鞋子上的装饰品（如珠子）、

背包上的假钻易脱落，儿童可能将其放入

口中吞食，存在呛噎的危险。不符合相关

国家标准 UNE40902。

二尧 玩具类
1. 鱼杆上的小钩上粘有一个磁铁，易

脱落，其磁能量太高，如果儿童吞食磁铁

和其它金属物体，它们可能互相吸引，导

致肠梗阻或穿孔。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的

要求及相关欧盟标准 EN71-1。

2. 塑料球易破裂，里面的液体可能漏

出，液体中含有的需氧菌总量太高，如果

被吞食或与皮肤及眼睛直接接触，存在感

染的危险。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的要求。

3. 娃娃头等玩具含有 DEHP 和 DBP，

这些邻苯二甲酸酯可能危害儿童健康，导

致生殖系统损伤。不符合 REACH法规。

4、玩具一些不可触及部件（如电池，

黑色电子元件）含铅和镉；而且 LED灯和

黑色电子元件含有溴；扬声器含铬。违反

了禁止在电子及电器设备中含有某些有害

物质的相关限制要求(RoHS 2)。

三尧 日用电器与设备
1、电线和插脚未接地，电源插座无隔

栅，可能令使用者接触到带电部件。不符

合低电压指令的要求和相关欧盟标准

EN50525以及国家标准 BS1363。

2、主线路和次线路间的电绝缘不足，

存在触电的危险。不符合低电压指令和相

关欧盟标准 EN60950。

3、产品在金属部件与带电部件间无适

当的绝缘，存在触电的危险。不符合低电

压指令的要求和相关欧盟标准 EN60335。

四尧 灯串类
1、内外电线的横截面积太小，电线可

能过热，不符合低电压指令和相关欧盟标

准 EN60598。

2、电线末端焊接到镇流器和 LED 终

端处无防拖曳和扭曲保护，可能接触到绝

缘线、闪光开关和控制元件尖锐的边缘，

灯泡的绝缘保护不足，产品无防潮功能，

但被推荐用于户外。

壁垒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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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壁垒预警

通报号 通报国 通报标题 通报日期

G/TBT/N/SAU/897 沙特阿拉伯

转换技术法规标准 No.SASOISO3463:2008(ISO3463:

2006)“农业和林业用拖拉机－倾翻保护结构

（ROPS）－动态测试方法和验收条件”

2015-12-16

G/TBT/N/SAU/896 沙特阿拉伯

转 换 技 术 法 规 标 准 No.SASOISO23953-2:2015

(ISO23953-2:2015)“制冷陈列柜－第 2部分：分类、

要求和测试条件”

2015-12-16

G/TBT/N/EU/331 欧盟
欧盟委员会法规草案，关于拒绝批准除涉及减少疾病

危险和儿童发育与健康以外的某些食品健康声明
2015-12-16

G/TBT/N/EU/330 欧盟
欧盟委员会法规草案，关于拒绝批准除涉及减少疾病

危险和儿童发育与健康以外的某些食品健康声明
2015-12-16

G/TBT/N/EU/329/C

orr.1
欧盟

“欧盟委员会决议草案，确定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

酯(DEHP)、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邻苯二甲酸

丁苄酯(BBP)、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DIBP)为极高关注

物质，依照洲议会和理事会法规(EC)No1907/2006第

57(f)条”勘误 1

2015-12-16

2015年 12月 16日至 1月 15日WTO秘书处共发布了WTO各成员 115项 TBT通报，

其中美国、巴西各 19项；巴基斯坦、以色列各 13项；沙特阿拉伯 12项；肯尼亚、欧盟各

5项；赞比亚 4项；日本、土耳其各 3项；阿根廷、摩尔多瓦、

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泰国各 2项；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哥伦比亚、韩国、加拿

大、马来西亚、墨西哥、新加坡、新西兰、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各 1项。

2015年 9月WTO/TBT通报信息

WTO/TBT通报 渊2015年 12月 16日要2016年 1月 15日冤

技术壁垒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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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ZMB/46 赞比亚 凡士林－规范 2015-12-16

G/TBT/N/ZMB/45 赞比亚 屋面和覆盖用石棉水泥波纹板－规范和测试 2015-12-16

G/TBT/N/US-

A/1019/Add.1
美国

“国家有机计划（NOP）；日落 2015 国家列表修订”

补遗 1
2015-12-16

G/TBT/N/US-

A/999/Add.1
美国

“可再生燃料标准计划：2014、2015和 2016年标准

及 2017年生物柴油量”补遗 1
2015-12-16

G/TBT/N/SAU/899 沙特阿拉伯

转 换 技 术 法 规 标 准 No.SASOISO4548-7:2013

(ISO4548-7:2012)“内燃机全流式机油滤清器测试方

法－第 7部分：振动疲劳测试”

2015-12-16

G/TBT/N/SAU/898 沙特阿拉伯

转 换 技 术 法 规 标 准 No.SASOISO4548-5:2014

(ISO4548-5:2013)“内燃机全流式机油滤清器测试方

法－第 5部分：冷起动模拟和液压脉冲耐久测试”

2015-12-17

G/TBT/N/SAU/900 沙特阿拉伯

转 换 技 术 法 规 标 准 No.SASOISO4548-9:2008

(ISO4548-9:2008)“内燃机全流式机油滤清器测试方

法－第 9部分：进、出口止回阀测试”

2015-12-17

G/TBT/N/SAU/901 沙特阿拉伯

转 换 技 术 法 规 标 准 No.SASOISO4548-12:2008

(ISO4548-12:2000)“内燃机全流式机油滤清器测试

方法－第 12部分：采用颗粒计数法测定过滤效率和

污染物滞留容量”

2015-12-17

G/TBT/N/SAU/902 沙特阿拉伯

转 换 技 术 法 规 标 准 No.SASOISO4548-13:2014

(ISO4548-13:2013)“内燃机全流式机油滤清器测试方

法－第 13部分：复合滤清器外壳静态爆裂压力测试”

2015-12-17

G/TBT/N/SAU/903 沙特阿拉伯

转换技术法规标准 No.(ISO4548-15:2014)“内燃机全

流式机油滤清器测试方法－第 15部分：复合滤清器

外壳振动疲劳测试”

2015-12-17

G/TBT/N/SAU/904
沙特阿拉伯

转换技术法规标准No.SASOISO4548-4:2008(ISO4548

-4:1997)“内燃机全流式机油滤清器测试方法－第 4

部分：初始颗粒滞留效率、寿命和累积效率(重量法)”

2015-12-17

技术壁垒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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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SAU/905 沙特阿拉伯

转 换 技 术 法 规 标 准 No.SASOISO5673-1:2007

(ISO5673-1:2005)“农业拖拉机和农具机械－动力输

出传动轴和动力输入接口－第 1部分:一般制造和安全

要求”

2015-12-17

G/TBT/N/SAU/906 沙特阿拉伯

转换技术法规标准 No.SASOISO5700:2015(ISO5700:

2013)“农业、林业用拖拉机－翻车保护结构－静态测

试方法和验收条件”

2015-12-17

G/TBT/N/JPN/511 日本

指定物质，基于关于药品、医疗器械、再生细胞治疗

产品、基因治疗产品和化妆品质量保证、功效和安全的

法案规定（以下称为“法案”） （1960，法案 No.145）

2015-12-17

G/TBT/N/US-

A/661/Add.4
美国

“消费品能源节约计划：将无压缩机住宅制冷产品作为

覆盖产品处理的决定提案”补遗 4
2015-12-21

G/TBT/N/US-

A/1014/Add.3
美国

“玩具：未完成和未处理木材的重金属元素限制决定”

补遗 3
2015-12-21

G/TBT/N/MDA/29 摩尔多瓦 “关于修订和补充某些法案”的法案草案 2015-12-21

G/TBT/N/MDA/30 摩尔多瓦 “关于市场监督”的法案草案 2015-12-21

G/TBT/N/HUN/31 匈牙利

关于修订政府法令 No.39/2013（2013年 2月 14日）

烟草产品生产、上市和管控、组合警告及健康保护罚

款实施细则的政府法令提案

2015-12-21

G/TBT/N/US-

A/1049/Add.1
美国

“平流层臭氧保护：更新清洁空气法规定的致冷剂管理

要求”补遗 1
2015-12-22

G/TBT/N/USA/1054 美国 国家有机计划（NOP）；国家列表日落修订 2016 2015-12-22

G/TBT/N/ISR/822 以色列 SI5563－航空涡轮机燃料 2016-01-04

G/TBT/N/ISR/823 以色列 SI877－冷冻果蔬 2016-01-04

G/TBT/N/ISR/824 以色列
SI20第 2.3部分－灯具：特殊要求－道路和街道照明

用灯具
2016-01-04

技术壁垒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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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JPN/512 日本
修订经济产业省（METI）和国土交通省（MLIT）关

于合理利用能源法案的部颁法令和通报
2016-01-04

G/TBT/N/USA/914

/Add.1
美国 “美国危险物品：散装爆炸品安全运输的要求”补遗 1 2016-01-04

G/TBT/N/USA/1055 美国 后碰撞防护栏、后碰撞防护 2016-01-04

G/TBT/N/BRA/657 巴西
法 令 No.44， 2015 年 12 月 15 日 （标 准

SARC/MAPANo44/2015）
2016-01-04

G/TBT/N/BRA/339/

Add.6
巴西 “关于玩具安全认证程序的部颁法案草案”补遗 6 2016-01-04

G/TBT/N/BRA/494/

Add.4
巴西

“2012 年 7 月 24 日部颁法案（决议草案） No.387”

补遗 4
2016-01-04

G/TBT/N/BRA/544/

Add.2
巴西 “2013年 8月 1日的条例 No.382”补遗 2 2016-01-04

G/TBT/N/BRA/609/

Add.2
巴西

“2014年 10月 3日的 Inmetro条例 No.448–集成在

基座装置上的发光二极管（LED）灯通过认证的合格

评定程序”补遗 2

2016-01-04

G/TBT/N/EU/332 欧盟
欧盟委员会法规草案，修订关于化妆品的欧洲议会和

理事会法规(EC)No1223/2009附录 V
2016-01-04

G/TBT/N/EU/333 欧盟
欧盟委员会决议实施细则草案，关于电子香烟再充填

机械装置技术标准
2016-01-04

G/TBT/N/MYS/64 马来西亚
食品法规 1985中的法规 283盐、法规 284食盐和法

规 285加碘食盐或碘盐修订草案。
2016-01-04

G/TBT/N/BRA/116/

Add.4
巴西

“关于玩具技术和安全要求以及合格评定程序的 01/03

号Mercosur技术决议草案”补遗 4
2016-01-05

G/TBT/N/BRA/660 巴西 法令 No.567，2015年 12月 16日 2016-01-05

G/TBT/N/BRA/659 巴西 法令 No.568，2015年 12月 16日 2016-01-05

技术壁垒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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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BRA/658 巴西 法令 No.601，2015年 12月 17日 2016-01-05

G/TBT/N/BRA/567/

Add.5
巴西

“2013年 11月 28日的条例 No.576。本条例批准了提

高婴儿奶瓶和奶嘴的合格评定要求”补遗 5
2016-01-05

G/TBT/N/BRA/294/

Add.6
巴西

“关于危险品陆路运输用便携式储罐的部颁法案草案”

补遗 6
2016-01-05

G/TBT/N/BRA/295/

Add.4
巴西 “关于危险品陆路运输用包装的部颁法案草案”补遗 4 2016-01-05

G/TBT/N/BRA/661 巴西 法令 No.615，2015年 12月 21日 2016-01-05

G/TBT/N/BRA/291/

Add.4
巴西 “关于危险品陆地运输包装的部颁法案草案”补遗 4 2016-01-05

G/TBT/N/USA/1057 美国
高度关注的儿童相关化学品清单法规提案公告：2015

年 1月 11日（Vol.54,No.11,俄勒冈州官方公报）
2016-01-05

G/TBT/N/BRA/560/

Add.2
巴西 “2013年 9月 23日的条例 No.470”补遗 2 2016-01-05

G/TBT/N/USA/1056 美国 太阳灯产品；修订性能标准 2016-01-05

G/TBT/N/US-

A/1003/Add.1
美国 “能源节约计划；商业预清洗喷雾阀测试程序”补遗 1 2016-01-06

G/TBT/N/US-

A/1001/Add.1
美国

“安全运行所需的零配件：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美

国籍汽车营运人经营的商用车辆认证”补遗 1
2016-01-06

G/TBT/N/SAU/907 沙特阿拉伯
技术法规更新草案 No.SASO2857:2015“汽车轮胎滚

动阻力和湿抓着要求”
2016-01-05

G/TBT/N/US-

A/1022/Add.3
美国

“能源节约计划：小型、大型和超大型风冷式商用单体

空调和供暖设备测试程序”补遗 3
2016-01-06

G/TBT/N/US-

A/934/Add.1
美国 “美国能源节约计划：吊扇灯套件的测试程序”补遗 1 2016-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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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TP-

KM/221/Add.1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农药标签法规第 5条和第 6条修订案”补遗 1 2016-01-06

G/TBT/N/THA/469/

Add.1
泰国

“公共卫生部（MOPH）通报草案“食品添加剂（No.

3）””补遗 1
2016-01-06

G/TBT/N/ISR/834 以色列 SI210－汽车备件：转向球接头总成 2016-01-06

G/TBT/N/ISR/833 以色列
SI900第 2.74部分－家庭及类似用途电器－安全：便

携浸入式加热器特殊要求
2016-01-06

G/TBT/N/ISR/832 以色列
SI900第 2.45部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便

携式加热工具及其类似电器特殊要求
2016-01-06

G/TBT/N/ISR/831 以色列
SI900第 2.23部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皮

肤及毛发护理器具特殊要求
2016-01-06

G/TBT/N/ISR/830 以色列
SI900第 2.17部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电

热毯、电热垫、衣服及类似柔性发热器具特殊要求
2016-01-06

G/TBT/N/ISR/829 以色列
SI900第 2.15部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水

加热电器特殊要求
2016-01-06

G/TBT/N/ISR/828 以色列
SI900第 2.14部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厨

房电器特殊要求
2016-01-06

G/TBT/N/ISR/827 以色列
SI900第 2.3部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电

熨斗特殊要求
2016-01-06

G/TBT/N/ISR/826 以色列
SI900第 2.9部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安全：电

烤架、面包片烘烤器及类似便携式炊具特殊要求
2016-01-06

G/TBT/N/ISR/825 以色列
SI20第 2.18部分－灯具：特殊要求－游泳池和类似

用途灯具
2016-01-06

G/TBT/N/BRA/512/

Add.1/Corr.1
巴西 “儿童喂食座椅部颁法案草案”补遗 1勘误 1 2016-01-06

G/TBT/N/USA/1058 美国 助听器兼容性标准 2016-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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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TP-

KM/226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卫生福利部公告（食品 No.1041304257）：“预包装

食盐产品碘标签法规草案”
2016-01-07

G/TBT/N/KOR/620 韩国 保健功能食品标签标准修订提案 2016-01-07

G/TBT/N/ZMB/47 赞比亚 纯甘油 2016-01-08

G/TBT/N/ZMB/48 赞比亚 饮用水质量———规范 2016-01-08

G/TBT/N/USA/1059 美国
普通外科和整形外科设备:限制出售、分配和使用太阳

灯产品
2016-01-08

G/TBT/N/US-

A/1041/Add.4
美国

“对可使用的零部件测试和何种纺织品不得超过铅含量

许可限制澄清的修订”补遗 4
2016-01-08

G/TBT/N/US-

A/861/Add.5
美国 “能源节约计划：吊扇能源节约标准”补遗 5 2016-01-08

G/TBT/N/MEX/289/

Add.1
墨西哥

“墨西哥官方标准草案 PROY-NOM-006-SCT4-

2012救生衣技术要求”补遗 1
2016-01-08

G/TBT/N/KEN/454 肯尼亚 KS 458: 2015–牲畜用的食盐和矿物质补充剂—规范 2016-01-08

G/TBT/N/KEN/455 肯尼亚
DKS 1022:2015–600/1000 V聚氯乙烯绝缘单相与铜

或铝导体同轴电缆供电规范
2016-01-08

G/TBT/N/KEN/456 肯尼亚 DKS 2193: 2015–马苏里拉奶酪—规范 2016-01-08

G/TBT/N/KEN/457 肯尼亚 DKS 1552: 2015–牛奶和奶制品的卫生规范法典 2016-01-08

G/TBT/N/KEN/458 肯尼亚 DKS 2191: 2015–巴氏杀菌羊奶—规范 2016-01-08

G/TBT/N/E-

CU/249/Add.3
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关于感应式家用烹饪电器的技术法规草案”

补遗 3
2016-01-08

G/TBT/N/COL/184/

Add.2
哥伦比亚

“通信监管委员会决议草案“发布关于内部通讯网络的

技术法规，规定有关在哥伦比亚共和国这类网络的设

计、建造和试运转的措施，以及其它规定””补遗 2

2016-01-08

技术壁垒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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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US-

A/826/Add.5
美国

“商业和工业设备能源节约计划：关于冷藏饮料自动售

货机的公众会议和框架文件的有效性”补遗 5
2016-01-08

G/TBT/N/PAK/93 巴基斯坦 圬工用水泥 2016-01-11

G/TBT/N/PAK/94 巴基斯坦 白色硅酸盐水泥 2016-01-11

G/TBT/N/PAK/95 巴基斯坦
通用不锈钢: 第 1部分:耐蚀平产品?第 2部分:耐蚀半

制成品,酒吧、棒 &部分?第 3部分:电线
2016-01-11

G/TBT/N/PAK/96 巴基斯坦 生产栅栏用的混凝土配筋钢铸坯锭 2016-01-11

G/TBT/N/PAK/97 巴基斯坦 钢丝路。尺寸和允许公差 2016-01-11

G/TBT/N/JPN/448/

Add.2
日本 “拟议的农、林和水产品地理标识计划概要”补遗 2 2016-01-11

G/TBT/N/IDN/98/A

dd.1
印度尼西亚

“1.农业部法规 No.139/Permentan/PD.4，2014年 12

月 10日，涉及畜体、肉和 /或加工肉产品进口到印尼

（ 32 页 ， 印 尼 语 ） 2. 农 业 部 法 规 No.

02/Permentan/PD.4，2015 年 1 月 10 日，涉及修订

农业部法规 No.139/Permentan/PD.4，2014 年 12 月

10日”补遗 1

2016-01-11

G/TBT/N/DOM/223
多米尼加共

和国
国家电气规程 2016-01-11

G/TBT/N/ARG/300 阿根廷
修订第 923 条藻类，第 14 章肥料，联合决议草案，

阿根廷食品法典
2016-01-11

G/TBT/N/ARG/296/

Add.1
阿根廷

“联合决议草案，修订阿根廷食品法典第 III章关于糖

渍或腌渍食品的保存及处理的第 174条。”补遗 1
2016-01-11

G/TBT/N/BRA/559/

Add.2
巴西 “2013年 9月 23日的条例 No.469”补遗 2 2016-01-11

G/TBT/N/BRA/579/

Add.2
巴西 “法令草案 No.88，2015年 11月 6日”补遗 2 2016-01-11

技术壁垒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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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PAK/98 巴基斯坦 聚丙烯编织袋包装的肥料 2016-01-12

G/TBT/N/PAK/99 巴基斯坦 内燃机润滑油 2016-01-12

G/TBT/N/PAK/100 巴基斯坦 灵活的聚氨酯泡沫家用床垫 2016-01-12

G/TBT/N/PAK/101 巴基斯坦 摩托车轮胎和钢圈(代码指定系列) 2016-01-12

G/TBT/N/PAK/102 巴基斯坦 搪瓷刷牙,室内内涂层和完成颜色的要求 2016-01-12

G/TBT/N/PAK/103 巴基斯坦 搪瓷刷牙,表面涂底漆和完成颜色的要求 2016-01-12

G/TBT/N/PAK/104 巴基斯坦 汽车油漆、刷底、底漆表面 2016-01-12

G/TBT/N/PAK/105 巴基斯坦 有机磷酸盐 2016-01-12

G/TBT/N/BRA/654/

Add.1
巴西 “法令草案 No.88，2015年 11月 6日”补遗 1 2016-01-12

G/TBT/N/TUR/71 土耳其 土耳其食品法典公报：果汁饮料 2016-01-13

G/TBT/N/TUR/72 土耳其 土耳其食品法典公报：营养和健康声明 2016-01-13

G/TBT/N/TUR/73 土耳其 土耳其食品法典公报：给消费者的食品标签和信息 2016-01-13

G/TBT/N/SGP/26 新加坡

节能法案 2012(英文)

节能(可登记的商品)法令 2013(英文)

节能(能源标签和最低性能标准)条例 2013(英文)

2016-01-13

G/TBT/N/NZL/73 新西兰
文档标题是“产品安全标准(儿童睡衣和有限的日常衣

服已减少火灾隐患)条例 2016”
2016-01-13

G/TBT/N/CAN/473 加拿大 通告 No. SMSE-018-15–发布 ICES-005 2016-01-13

G/TBT/N/THA/383/

Rev.2
泰国

“泰国工业标准协会关于规定许可证检查标准的通知”

修订 2

2016-01-14

技术壁垒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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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评议

对巴西关于 G/TBT/N/BRA/646 号

通报的评议意见

1、背景情况：
为防止婴儿和儿童事故，巴西国家计

量 、 标 准 化 和 工 业 质 量 局 发 布

G/TBT/N/BRA/646 和 G/TBT/N/BRA/653 通

报。G/TBT/N/BRA/646 拟制定婴儿床和摇

篮合格评定与安全技术要求，该法规草案

修 改 采 用 了 欧 盟 标 准 EN

716-1-2008+A1-2013《家具 儿童和托儿

所用家具 家用儿童帆布床和折叠床 第 1

部分 :安全要 求》 和 EN716-2-2008+

A1-2013《家具 儿童用摇床和家用折叠式

摇床 第 2 部分 :试验方法》，将替代巴西

2011 年 6 月 21 日发布的法令 No.269、

2013 年 12 月 5 日发布的法令 No.594 和

2015 年 5 月 21 日发布的法令 No.243。

G/TBT/N/BRA/653 通报拟制定儿童产品－

婴儿学步车的技术要求。

由于巴西官方语言为葡萄牙语，

G/TBT/N/BRA/646 和 G/TBT/N/BRA/653 通

报涉及的两份法规的配套标准众多，必将

对我国出口企业理解和解读相关法规造成

障碍。同时，如果该婴儿床和摇篮、学步

车法规被采用并作为最终规则，我国相关

产品出口前必须在巴西国家计量、标准化

和工业质量局进行产品登记，出口企业必

须按照新的要求进行生产、检测和第三方

认证，否则在该法规过渡期结束后产品将

退出巴西市场。出口企业为了适应这一系

列改变必然导致生产和检测成本上升，产

品竞争力下降。

2、评议意见：
（1） WTO/TBT 协定中 2.9.3 条规定：

如有要求，应向其他成员提供通报的技术

法规的细节或副本，并尽可能标出与相应

国际标准不一致之处。WTO/TBT 协定中

10.1.5条规定：按本协定发布通报的地点，

通报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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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提供能够得到这类信息的地址。巴西

G/TBT/N/BRA/646 号通报中提供的相关网

址 （http://www.inmetro.gov.br/barreirastec-

nicas）中未找到该法令或指令的最新英文

版本。相关测试方法，也仅以目录清单方

式提供，未提供测试技术细节。以上情况

不符合WTO/TBT协定中 2.9.3条及 10.1.5

条。

（2）WTO/TBT 协定 2.1 条款中规定：

各成员应保证在技术法规方面，给予来自

任一成员境内进口产品的待遇，不低于本

国生产的同类产品或来自任何其他国家的

同类产品的待遇。巴西 G/TBT/N/BRA/646

号通报中第四条中规定“决定现在所批准

的法规不适用于仅用于出口目的的婴儿

床”，该要求不符合 TBT协定 2.1条款的要

求。

（3）WTO/TBT 协定 2.1 条款中规定：

各成员应保证在技术法规方面，给予来自

任一成员境内进口产品的待遇，不低于本

国生产的同类产品或来自任何其他国家的

同类产品的待遇。巴西 G/TBT/N/BRA/646

号通报中规定的“6.1.1.1.1.1 认证模式 2”

不适用于婴儿床进口商、销售商或分销商，

仅限于巴西国内的制造商，不符合

WTO/TBT协定中 2.1条款的要求。

3、结论与要求：
（1）建议巴方提供该号通报中法令或

指令的最新英文版本及具体的测试技术细

节，便于生产商、第三方测试机构及合格

评定机构进行评估；（2）建议巴方更改本

条款，便于国外生产商取得与本国生产商

相同的待遇；（3）建议巴方更改本条款，

便于国外生产商取得与国内生产商相同的

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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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管制

2015年 11月 10日，中国商务部和美

国商务部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中美高技术与

战略贸易工作组第十次会议。双方回顾了

10年来工作组工作所取得的进展，详细并

深入讨论了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中国

出口管制、个案信息交流机制、扩大重点

合作领域、最终用户访问合作等双方关注

的问题。双方积极评价此次工作组会议，

并重申将继续通过中美高技术与战略贸易

工作组深入并详细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出

口管制问题。

遵循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

问，双方同意，2016年将从此访讨论的领

域开始，积极开拓中美高技术贸易潜在的

新增重点领域，落实务实措施。

双方同意，为落实《中美高技术贸易

重点领域合作行动计划》，加强个案信息交

流对于增进贸易信心，特别是在美国商用

高技术物项对中国民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

终用途出口方面有重要作用，双方将继续

探讨有关个案信息交流机制的细节问题，

并共同努力以尽快达成一致。

美方确认，其为落实瓦森纳安排及其

他多边出口管制机制对管制清单的调整，

对美“商品控制清单”进行的修订，将促

进和便利向大多数国家出口，包括中国，

若为民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终用途。

美方重申，承诺鼓励和促进商用高技

术物项对华民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终用途

出口。美方同意，继续客观审查对中国民

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终用途的商用出口许

可申请，并符合美国法律和政策。

中方向美方提出了激光双频干涉仪一

项个案并应美方要求提交了补充技术信息，

美方承诺将予以及时反馈。

双方同意，按照双方有关最终用户访问

谅解的约定，继续加强最终用户访问合作。

支持对美国基础设施市场的投资

中美两国均欢迎本国和外国投资者对

两国基础设施进行商业投资，包括以政府

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进行投资。中

美两国都认识到双方企业在两国基础设施

最新资讯

第 26 届中美商贸联委会联合成果清单

最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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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潜力，共同承诺寻

求在这一领域加强合作的机会。通过“建

设美国”投资倡议，美国政府将与州和地

方政府以及私营部门投资者合作，鼓励使

用创新性的融资手段、分享最佳实践及开

拓 PPP市场。

美联邦通信委员会对通信设备监

管规则的调整

中方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的

FCC14-208号文关于通信设备监管规则调

整可能严重影响中美通信产品双边贸易表

示关注。美方正在考虑关于推迟正式实施

FCC14-208 号文的要求。中美双方将于

2016 年早些时候举行研讨会，讨论

FCC14-208号文及其过渡期的实施，探讨

建立测试认可制度，以允许中美两国符合

条件的实验室测试两国电信设备的可能性，

以及讨论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关于认证

互认协议的应用。

中国自产熟制禽肉输美

美方确认，美方完成了对中国禽肉屠

宰和加工体系的审查工作。

美国变更进口鲶鱼监管机构

为提升双边鲶鱼贸易，美方考虑在美

国农业部完成立法程序并正式实施之前提

供一个过渡期。美方将与中国及其它鲶鱼

贸易国就联邦批准公布后的有关鲶鱼的最

终要求保持沟通。

运输类飞机双边适航拓展

中国民用航空局（CAAC）与美国联邦

航空局（FAA）同意加强合作，进一步对话

和沟通，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为互利中

美两国，努力达至运输类飞机双边适航互

认。

签证

双方同意，在去年取得成功的基础上，

继续通过年度中美领事磋商就签证有效期

问题保持沟通。

《雷斯法案》

中美双方共同致力于打击非法采伐及

相关贸易，促进合法木材产品贸易。为此，

双方承诺继续通过中美打击非法采伐及相

关贸易双边论坛和 APEC 非法采伐和相关

贸易专家组会议共同合作。双方将于 2016

年召开第七次会议，并致力于加强相关议

题的交流、信息分享和合作，包括 《雷斯

法案》的执行情况和木材合法性验证体系

研究项目，并寻求鼓励私营部门和社会团

体参加双边论坛。

“特别 301”报告
美方重申其承诺，将在“特别 301报

告”中客观、公正、善意地评价包括中国

在内的外国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

方面付出的努力。美方欢迎旨在加强中国

知识产权保护的改革和行动，并承诺在

最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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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特别 301报告”中将强调中国政

府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方面采取的积极

行动。

恶名市场

美方重申其承诺，如果适当，将在

“恶名市场”名单中客观、公正、善意地评

估和认可外国实体，包括中国实体，在知

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方面付出的努力和取得

的成绩。美方计划在 2016年通过将利益相

关方的异议期延长一倍，继续增加程序的

透明度。美方将继续与中方就此事项进行

讨论。

知识产权有效和平衡保护

考虑到《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的原则和目标，美方和中方将继续就诸如

有助于保护创新者免于恶意诉讼的相关政

策进行交流和沟通，为创新行为提供积极

环境。

知识产权合作

中美双方确认知识产权保护在中美双

边经贸关系中的关键作用。双方承认合作

的益处，并认可合作构成了双方知识产权

交流的基础，承诺进一步加强重要领域的

深入合作，包括：

进一步加强中美商贸联委会知识产权

工作组作为牵头协调知识产权问题双边论

坛的作用。

继续高度重视中美知识产权合作框架

协议的工作，包括 2016年司法交流和将在

中国举办的一项培训项目；在完成并对现

有承诺项目进行审查后，在预算允许的前

提下，考虑在框架协议下增加其他项目。

支持中国商务部在 2016年第一季度举

办的技术许可联合研讨会。

其他项目将根据个案原则进行组织。

双方认识到中美双方，特别是美方，与一

系列从事知识产权培训和技术交流的机构

和私人组织合作，实施了广泛的项目策划

工作。

加强在打击网络盗版方面的合作

为应对在美国涉嫌网络盗版刑事侵权

案件影响中国权利人的情况，中美执法联

合联络小组下设的知识产权刑事执法合作

工作组在美国驻华使馆的联系人将负责接

收中方行政部门转交的此类信息。

通过中美双边合作加强知识产权

在企业中的利用和保护

认识到双边贸易与投资持续增长的情

况，中美双方同意加强合作与交流，就各

自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用有关的经验数

据进行研究，并在此领域采取具体行动或

最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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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项目，以协助中美关于鼓励创新的决

策，并帮助中美创新者、创造者和企业家

更好地理解如何在各自国家创造、保护和

利用知识产权。

深化和加强中美知识产权刑事执

法合作

在中美执法联合联络小组下设的知识

产权刑事执法合作工作组机制项下，中美

将继续就跨国知识产权调查开展合作。双

方将确定共同合作的重点案件，就此类案

件保持定期沟通和信息分享，并探索在共

同感兴趣的领域开展技术交流的机会。

降低仿制药和医疗器械产品注册

费用

《美国仿制药使用者付费法案》 2012

年修正案将于 2017年 9月底到期。届时，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将需要新的立法授权

在未来财年继续向仿制药使用者收取费用。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确认已公开

发布《美国仿制药使用者付费法

案》年度报告，包括执行报告和

财务报告，详细介绍食品药品管

理局在不牺牲产品安全和药效的

前提下，为确保及时审批所做的

努力。美方承诺，美国食品药品

管理局将根据 《联邦食品、药品

和化妆品法》的要求，举行公开

听证会并与仿制药业界、病患和

消费者权利保护组织进行协商，就下一份

《美 国 仿 制 药 使 用 者 付 费 法 案》

（2018-2022财年）提出建议。美方鼓励所

有合格的利益相关方，包括中方利益相关

方，参与上述程序。参与方包括受美国法

律管辖的仿制药生产行业组织，以及使用

受美国法律管辖仿制药的病人和消费者权

利保护组织。美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

办公室将在中美商贸联委会医疗器械和药

品工业工作组下，向中方利益相关方提供

信息，为其参与此程序提供便利。

中美共同打击网络销售假药

中美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打击网络销

售假药以保障公共的用药安全和健康。两

国食品药品监管机构之间已就打击网络销

售假药开展合作，并承诺未来继续开展合

作。这种合作包括分享信息、分享提高公

众对网络销售药品认知的最佳实践以及加

强在现有国际组织活动中的沟通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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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下杭州发展新机遇

习近平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战略

构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其上升为国

家战略，那么，自古盛产丝绸的杭州和丝

绸之路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杭州乃至浙江

在“一带一路”新丝路战略下又有着什么

样的发展机遇？

杭州：海陆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有人说，杭州虽然自古盛产丝绸，素

称“丝绸之府”，但历史上的陆上丝绸之路

起点是长安，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是泉州，

那么杭州和丝绸之路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

系呢？

鲍志成：杭州是海上丝绸之路集

中转运港、出口商品重要产地

“我们今天去看历史，不能平面化地去

看，要立体地看待‘杭州和丝绸之路’的

关系”。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文化传承所

所长鲍志成说，“丝绸之路有陆海之分，

所谓的起点也是相对而言的，不同的历史

时期有着不同的重心。”唐朝中期以前，丝

绸之路以西北陆路为主，唐朝中期以后，

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起。

海上丝绸之路可分为南北两部分，北

方航线主要是从长江口以北到山东半岛的

沿海港口出发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南

方航线指的是从长江口以南的沿海港口出

发到南洋和西洋地区。而杭州正好处在南

北航线交汇点，唐末五代就与高句丽、新

罗、日本开辟东海海上航线，从北宋到元

朝，杭州一直是东南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

之一，不仅设有专门的对外贸易管理机构

市舶司，而且还是外来舶货、朝贡品的集

中转运港。从文献史料来看，中国历史上

最早的外贸仓储就出现在南宋临安 （杭

州），在元朝杭州与当时世界东方最大港口

泉州之间，还设立过“海站”，专门用来转

运舶货贡品到大都（北京），中世纪西方四

渊转载自新浪浙江对鲍志成尧 王其煌尧 楼毅生三位专家的采访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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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旅行家的马可波罗、伊本巴图塔、鄂多

立克都曾游历过杭州……所以杭州在海上

丝绸之路对外贸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

地位。

此外，中国古代外贸中最主要的三大

商品———丝绸、瓷器、茶叶，都是杭州地

区的传统优势产品。从考古发现看，钱山

漾遗址出土的距今 4600前的最早丝织物，

证明杭嘉湖地区是蚕桑文化和丝绸的发源

地。汉唐时期，杭州丝绸通过丝绸之路源

源不断运往西域各国。宋元时期，杭州丝

绸远销东南亚和阿拉伯诸国。著名旅行家

马可波罗记载了元初游历杭州时的见闻：

杭州生产大量的丝绸，当地居民中大多数

的人，总是浑身绫绢，遍体锦绣。此外，

瓷器、茶叶也是杭州地区出口的大宗商品。

杭州是丝绸之府，“一部中国陶瓷史，半

部在浙江”，杭州自古就是中国茶都，茶叶

质高量多，凡此种种，无不证明，杭州是

海陆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楼毅生：杭州是海陆丝绸之路交

汇的重要节点

浙大历史系副教授楼毅生认为，杭州

是海陆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他认为，京

杭大运河打通了杭州与隋都洛阳之间的联

系，浙东运河又将杭州与东海之滨的明州

港（宁波）连接在一起，浙江江山和福建

浦城之间的仙霞古道沟通了钱塘江流域和

闽江流域，打通了杭州与泉州港之间的陆

上联系通道，这些交通要道的汇集使得杭

州逐步成为水陆交通的要冲，具备了成为

大都市的条件。杭州产的丝绸、绯绫、白

编绫以及瓷器、茶叶得以通过丝绸之路远

销海外。

王其煌：西方曾用杭州代表中国

杭州政协文史委原副主任、文史专家

王其煌认为，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

杭州几乎是中国的“地标”与象征，许多

国家的发展规划图，以杭州作为样本。

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宋涛讲述

了一段史料，从丝绸之路而来的意大利旅

行家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对

杭州的介绍篇幅占到了十分之一，或许受

其影响，西方人眼中的杭州成了中国的代

表。最早的亚洲地图被绘制成一头飞马，

其中表示中国的马尾部分，只标出了

Quinsay（杭州）一词，杭州的影响力可见

一斑。

“一带一路”战略下杭州发展的

新机遇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国内沿线沿

路各省市区积极响应，争先恐后谋划接轨

“一带一路”战略。那么，不在“一带”之

内、也不在“一路”之上的杭州，在“一

带一路”战略中会不会被边缘化呢？

鲍志成的答案是肯定不会的。他指出，

古今丝路不可同日而语，现代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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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已突破地理、交通的局限性。

相反，杭州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优势决定

了杭州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有着更多的

发展机遇，肩负着更加独特的历史使命。

第一 尧 野杭州丝绸 冶 的 野新丝路 冶

机遇

“一带一路”新丝路为杭州传统的优势

产业丝绸产业带来了转型升级的“新机

遇”。杭州集聚了国内乃至世界一流的丝绸

行业领先企业，输出的丝绸只处在产品层

面，未上升到文化层面。丝绸代表着中国

文化里的柔顺、高贵、华丽、温柔、体贴、

亲和的特质。古希腊人称中国为 SERES，

意为产丝之国，这就是 2000多年前丝绸的

文化力量。所以“丝绸之府”杭州要肩负

历史使命，不仅要将先进的丝绸产能输出

去，还要将这一东方文化输向全球。

第二尧 杭州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新

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以东部沿海为主

的对外开放战略面临升级转向，东部地区

累积的先发经济优势和能量需要外溢转移，

而西部地区以及中亚内陆国家仍然以资源

型产业为主，经济欠发达。杭州作为东部

沿海地区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不

仅能够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和实施

提供产品、技术、设备、资金和金融等优

势资源，而且能够为自身对外开放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转型升级带来重大利好。

第三尧 野一带一路冶 文化先导中的

野杭州牌冶

“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展必须以文化为

先导，而杭州的丝路文化资源极其丰富，

不仅拥有丝绸、瓷器、茶叶等能够代表中

国文化元素的传统产品，还有独特的良渚

文化、印学文化、佛教文化、茶文化、山

水文化以及西湖、大运河等世界文化遗产。

杭州需要推陈出新，通过创意、创新的新

模式、新载体，将东方中国的传统文化输

出去。

第四尧 率先打造 野杭州版冶 野网络新

丝路冶

2015年 3 月 12 日，国务院批复杭州

设立中国首个跨境电子商务试验区。杭州

获得这一金字招牌，在跨境电子商务中所

能探索的领域更加灵活。杭州应该积极将

这一国家级政策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中

去，发挥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商资源优

势，率先打造“杭州版”的“网络新丝

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逐步形成一套

引领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管理制度和

游戏规则。

第五尧 争取开设杭州自由贸易园区

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同时，党

中央统筹全局，同时推出了加快建设自由

贸易园区的战略。2014年 12月 12日，国

务院决定，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

再设三个自由贸易园区。预计第二批自贸

园区很快就会推出。凭借杭州经济、区位

等优势，杭州也有着很大的机会。一旦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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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获批，势必能以最大限度激活经济发展

活力，给杭州企业“走出去”，进一步融入

全球经济找到新的突破口。

第六尧 杭商尧 浙商 野走出去冶 的历史

新机遇

杭商、浙商以外向型为主，拥有充裕

的民间资本、发达的金融机制和国际化经

营经验，“一带一路”对他们来说是难得

的又一次“走出去”历史性机遇。国务院

批复杭州设立中国首个国家级的跨境电子

商务试验区，对浙商“走出去”更是一剂

强心药。依托跨境电商园区平台，入驻企

业可以共享物流、信息和仓储等电商全产

业链服务，让本土企业有更加迅捷的渠道

走出去。这也是给年轻一代的新浙商、特

别是中小型企业的新机会。

鲍志成认为，杭商、浙商必须实现自

身的转型升级，打开国际视野，实施国际

化战略和布局，组建国际化的运行团队，

打造国际化品牌，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新丝路战略，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其实，已经有行动快的浙商开始借

“一带一路”战略布局海外业务了。据证券

时报 1月 23日报道，浙富控股在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中透露，公司积极布局海外业

务，已在去年承接三个重大海外水电订单，

共计 9.17亿元，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水电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是企业，杭州官

方也在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据了

解，杭州市旅游委员会将在今年上半年启

动“杭州大使环球行”的活动，重走丝绸

之路，耗时 30天构建一条接连欧亚大陆，

覆盖美国的旅程，通过杭州大使的环球之

旅，延续丝路精神，传播杭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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