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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简报

总局国际司韩建平副司长对浙江

TBT工作提出新要求

1月 25日，国家质检总局国际合作司

韩建平副司长一行到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 /

浙江省WTO/TBT通报咨询中心调研技术性

贸易措施工作。

韩建平副司长在听取了浙江省标准化

研究院的工作汇报后，首先肯定了浙江近

年来在服务我国外贸大局所做的工作，特

别是在特别贸易关注磋商、通报评议等方

面所做的工作对我国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

措施壁垒具有重大意义，为中国WTO/TBT

贸易代表团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在随

后的企业实地走访中，对浙江探索设立行

业协会和龙头企业预警点，共同应对技术

性贸易壁垒的做法表示赞赏，认为要想做

好技术性贸易壁垒应对工作，就应该充分

发挥行业协会和龙头企业的主体作用，一

方面要破解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维

护我国相关利益，另一方面更要充分研究

利用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促进我国产业

转型升级。最后，他指出，新形势下，技

术贸易措施工作仍是各国的工作重心，浙

江继续要保持和发挥好服务企业和服务政

府相结合的工作理念，为企业发展、为政

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并重点考虑针对国

外有影响力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联合有能

力的龙头企业和行业协会，集中发力形成

典型案例，维护我国权益，提升中国在

WTO中的国际影响力。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础数据规

范》国家标准发布

1月 28日，国家质检总局、中央综治

办、国家标准委在京召开《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基础数据规范》 （GB/T 31000—2015）

国家标准发布会。该标准将于 3月 1日正

式实施。这是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的第一项国家标准，将为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工作和综治信息化建设提供重要支撑和

保障。

2013 年，中央综治办会同有关部委，

依托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有关课题研究成果，

借鉴一些地方的成功做法，研究制定 《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基础数据规范》国家标准，

该标准历经 3年，反复征求各地和有关部

委的意见建议，并在一些地方进行了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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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得到了实际检验。该标准由 26个中

央和国家部委参与起草，其内容涵盖了 30

余个部委的相关业务工作。

本标准主要包括综治组织及综合业务、

实有人口、特殊人群、重点青少年、非公

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社会治安、矛

盾纠纷排查化解、校园及周边安全、护路

护线等 9个方面的重点工作，规定了综治

业务工作和信息系统建设的基本业务数据

项，为各级综治组织开展业务信息采集、

交换、共享、加工、研判，加快构建纵向

贯通、横向集成、共享共用、安全可靠的

平安建设信息化综合平台提供了标准化依

据。

新版《轻型商用车辆燃料消耗量

限值》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1月 20日，国家标准委发布公告，批

准发布新修订的《轻型商用车辆燃料消耗

量限值》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了轻型商

用车辆燃料消耗量新的评价参数，加严了

燃料消耗量限值。新标准将于 2018年 1月

1日起实施。

新修订的标准分别对以汽油、柴油为

燃料的不同类型的轻型商用车按整车整备

质量设定了 64个燃料消耗量限值。

其中，N1类（即轻型货车）汽油车型

燃料消耗量限值最低为 5.5L/100km、柴油

车型燃料消耗量限值最低为 5.0 L/100km；

最大设计总质量不超过 3500kg 的 M2 类

（即轻型客车）汽油车型燃料消耗量限值最

低为 5.0L/100km、柴油车型燃料消耗量限

值最低为 4.7 L/100km，比 2007版国家标

准分别加严了 23%、27%、18%、18%。

以整车整备质量在 1090～1205千克之间、

汽油为燃料的 N1类车为例，新标准规定每

百公里燃油消耗量不得超过 6.7升。

为便于测量和监管，防止出现企业通

过申报较高最大设计总质量获得更加宽松

限值的情况，新标准选择将汽车正常条件

下准备行驶时，尚未载人、载物时的整车

整备质量作为新的评价参数，取代了原标

准规定的“最大设计总质量 +排量”的参

数。

我国自 2007年首次发布《轻型商用车

辆燃料消耗量限值》国家标准以来，对促

进我国轻型商用车技术进步、引导产业结

构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次新版标准的发布与实施将有望实

现我国 2020年轻型商用车新车燃料消耗量

水平比 2012年至少下降 20%的目标，对

落实国家节能减排工作要求、提高我国轻

型商用车辆节能技术水平、完善我国汽车

节能标准体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统计，我国轻型商用车年产量约为

200万辆，每年总燃油消耗量约为 700万

吨。

2016 年家电行业你不可不知的

“新标准”

2016 年，多个家电标准将正式施行，

对于家电企业而言，这也意味着挑战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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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

近期伴随着雾霾的围追堵截，空气净

化器作为抗霾第一战士，发挥出强大的掘

金能力。但专家却给消费者泼了盆冷

水———空气净化器虽对 PM2.5有一定净化

效果，但现在很多产品都有虚标洁净能力

的通病。2016年 3月 1日新版《空气净化

器》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空净行业乱象

即将得到改善。新国标增加了累计净化量

(CCM)并对该指标分出了 4个等级，同时把

市面上以净化效率为主的标识转向以洁净

空气量(CADR)为主。

虽然空净新国标并非强制性标准，但

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委员会秘书长马德军

认为，新国标能够确保消费者在选购空气

净化器的时候更加清晰，它可成为正规企

业与杂牌军的分水岭。空净市场上虚假宣

传、标准不一的混乱局面将被迫中止，企

业也会在新国标的指向下把重点放在提高

产品质量水平上，以及个性化和多样化方

面。

与空气净化器行业的热火朝天相比，

冰箱行业却门可罗雀。2015年冰箱行业倍

感凉意，中怡康数据显示，2015 年前 10

个月国内冰箱市场零售量为 2613万台，同

比下降 6.6%；零售额为 696亿元，同比下

降 3%。

但低迷中仍有希望的橄榄枝向冰箱业

抛来，2016年 10月 1日新修订的《家用

电冰箱耗电量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强制性

能效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新标准完善

了产品能效的评价、测试和计算方法，使

产品的耗电量测试值更加符合实际使用状

况，并将能效等级按照 1至 5由高到低划

分。而新标准下，冰箱将在原来能效比的

基础上再提高 40%-60%，中国电商业协

会营销委员会执行会长洪仕斌预计，新标

准实施后，家电市场上将会有 20%以上的

高耗能产品被淘汰。同时，新能效标准的

实施，于冰箱业的转型创新来说可谓一剂

强有力的催化剂。用户以标准为购买依据，

市场则以用户为导向。洪仕斌认为，企业

依据新标准，生产出低耗、环保的家电产

品，才能驱寒迎春，有效支撑了产业结构

升级。

PM2.5防护口罩团体标准发布
1月 18日，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发布

《PM2.5 防护口罩》 团体标准 (TAJ1001-

2015)，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向社会发布的

可以有效防护雾霾危害的口罩标准。该标

准于 2016年 3月 1日起正式施行。

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会长李建华在发

布 《PM2.5 防护口罩》团体标准时表示，

近年来，我国城市大气污染情况日趋严重，

防护口罩是人们在室外活动时必备的基础

防护设备。目前，我国 PM2.5防护口罩的

市场存在诸多问题，源于目前国内没有民

用 PM2.5防护口罩的相关标准，只有工业

用防尘口罩(GB2626-2006)和医用口罩的

标准，还有一些口罩执行的是以 N95等开

头的美国标准，或是 FFP开头的欧洲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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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不合理和标准体系的混乱问题，

一方面造成了没有防护性的山寨 PM2.5口

罩充斥市场。另一方面，工业防尘口罩被

大量误用，存在健康隐患。工业防尘口罩

有着严格的佩戴条件限定，使用时间超过 4

小时后容易造成头晕等身体不适状况。因

此，亟须制定普通民众适用的 PM2.5防护

口罩标准。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的郑煜铭

博士介绍说，PM2.5防护口罩除了注重防

护效果(高的拦截过滤效率)，也需要更良好

的舒适性(低的呼吸气阻力)。另外，PM2.5

防护口罩与人的口鼻直接接触，需要考虑

微生物和 pH 值的标准，现行 GB2626-

2006标准对这些指标都没有提出要求。新

发布的《PM2.5防护口罩》团体标准兼顾

了以上要求，还将可分解的致癌芳香氨的

染料纳入考核指标，要求不可检出。这些

标准可以有效保障佩戴符合该标准口罩的

普通群众的身体健康。

发布会上，江苏省特种安全防护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主任陆冰介绍了执行

《PM2.5防护口罩》团体标准产品的相关检

测情况。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有关负责人

介绍了标准实施细则和专用标识。

铁路照明新标准为 LED精彩未来

添动力

据了解，目前，城市轨道交通普遍采

用传统照明，传统照明在实际应用中存在

着诸多不足之处。为了积极响应低碳环保

的理念并结合城市轨道交通自身的特点，

很多城市轨道交通部门对车站进行了用

LED照明灯具代替现有类型灯具的改造试

验。在试验中 LED的应用既能满足绿色环

保的要求，又能很好地解决目前照明灯具

所存在的问题。

LED在未来轨道交通领域中的 5大发

展趋势院
1. 伴随轨道交通半导体照明技术的发

展以及城市化水平提高，LED在轨道交通

领域的应用范围将不断拓宽，将从 LED照

明向 LED 指示灯、LED 显示屏等应用扩

展。城市运营者不仅仅关注轨道交通 LED

产品的安全系数、基本功能性，对产品的

舒适性、场景性、外观设计性和装饰性需

求也会不断提升。

2. 随着国家出台 《地铁场所照明用

LED 灯具技术规范》之后，轨道交通 LED

照明标准化体系建设将不断趋于完善，国

家相关配套支持政策环境利好不断。

3. 随着智慧城市建设推进、轨道交通

通信需求提升，轨道交通 LED产品不断向

智能化控制发展，可 LED见光通信技术在

轨道交通领域应用前景令人期待。

4. 未来几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LED渗透率的提高，重点城市地铁、有轨

电车等 LED 照明改造工程将迎来高潮，

LED产品应用将向二、三线城市深入。

5. 由于轨道交通工程设计的复杂性、

系统性和封闭性，轨道交通的城市运营者

更倾向于采纳轨道交通 LED整体应用解决

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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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而不是单独的产品采购。

铁路照明新标准问世，LED 未来将大

放异彩。

国家铁路局日前公布了《铁路照明设

计规范》行业标准，自 2016年 4月 1日起

开始实施。该《铁路照明设计规范》明确

了铁路主要场所的照度、均匀度、眩光限

制和显色指数等技术标准，提出了铁路客

站、站场、段所、隧道、桥梁等处所照明

方式、照明种类、光源及灯具等设计原则，

用于指导和规范铁路照明工程设计。未来，

随着十三五规划中，国家及各地加快铁路

建设及城市轨道建设的步伐，铁路照明和

轨道交通照明的市场前景无疑被看好。

当前，LED的普及主要是受到了资金

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前期投资较大且维保

费用较高。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由于维

保周期较长，总体支出费用相对较少。因

此，既要满足城市轨道交通行业规定的照

度标准又要满足节能环保，LED照明取代

常规普通照明成了必然的最有效途径，

LED必然在未来城市轨道领域中大放异彩，

获得长久的应用。

《家政服务母婴生活护理服务质

量规范》正式实施

《家政服务母婴生活护理服务质量规

范》国家标准自 2月 1日起施行。新标准

将母婴生活护理服务分为 6个星级，各等

级的月嫂必须具备与等级相适应的服务技

能。

根据规范，月嫂年龄应为 18 岁到 55

岁，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女性，具备

与等级相适应的服务技能，上岗服务时应

着统一工作服，定期参加职业培训，无刑

事犯罪记录，无精神病史和传染病等。

最高级别的“金牌月嫂”的“门槛”，

则包括取得高级家政服务员、高级育婴师、

中级营养配餐员资格证书，具备 48个月以

上的母婴生活护理服务工作经历，至少累

计 48个月客户满意无投诉，可以对产妇进

行心理疏导，对新生儿和婴儿进行生活照

料及生活保健等。

《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

将于近期出台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在 2015年 8月

已发布关于征求《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1月 22

日，在新京报牵头主办的供给侧改革与中

国生鲜电商发展研讨会上，国家食药监总

局食品安全监管二司监管四处处长张兰兰

透露，《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近

期将会出台。会上，张兰兰就《网络食品

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的制定原则、具体要

求等内容同与会人士分享交流。

野四方面原则冶
据张兰兰透露，《网络食品经营监督

管理办法》的修订工作是依托《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立法思路进行的，

并细化了其中的一些原则。

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主要有四方面

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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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线上线下一致原则、社会共治原

则、手段创新原则、以网管网原则。

线上线下一致的原则强调一致性，线

下怎么监管，线上也怎么监管。

社会共治的原则是指网络食品经营者

和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在从事网络食品经营

活动过程中，应该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承

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同时加强与相关部门

的合作，比如公安机关、互联网信息主管

部门、电信主管部门等。网络交易行为、

网络经营行为所涉及到的监管部门也应该

组成联合整体，真正形成社会各方力量的

参与。

手段创新的原则是指在互联网交易当

中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在监管当中也依

托技术化手段。无论是主体的准入、信息

发布，还是抽样检查等一系列工作都考虑

互联网技术因素的影响。同时，监管部门

正在考虑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网络信息监

测体系。

以网管网的原则要依托网络食品交易

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的优势地位，鼓励网络

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的提供者按照法律法

规，利用与入网食品经营者的合同关系来

规范约束平台内的网络食品经营活动。张

兰兰认为网络平台第三方类似于实体市场

开办方的性质，从法律关系上来看是一致

的。《食品安全法》对于市场开办方所规

定的一些义务和责任，同样适用于网络第

三方平台提供者。

各责任主体义务明确

《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体现了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的三大类义务：一是一

般义务，包括平台内交易管理规则、应急

事件的处理、信息数据的保存、协助召回

和检查；二是主体经营准入审查、经营产

品信息审核和日常检查报告；三是消费者

权益保护义务。网络经营的主体可分为两

大类：一类是食品经营者，一类是第三方

平台提供者，把后者作为和市场开办方同

等对待的主体。在具体制度方面，食品药

品监管总局将大力强化网络食品交易第三

方平台提供者的义务。网络食品交易第三

方平台提供者拥有优势地位，强化第三方

平台提供者的义务会对规范网络食品经营

活动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另一方面，《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

办法》明确了网络食品经营配送的特殊要

求，并要求经营有保鲜、保温、冷藏、冷

冻等特殊要求的网络食品经营者应采取保

证食品安全储存运输的措施，或者委托具

备相应储存能力的运输企业进行配送。而

监管部门认可的检验报告合格证明表现形

式有这样几类，一类是检验机构出具的检

验证明文件；一类是企业自己所具有的检

验机构出具的检验证明文件；一类是企业

盖的合格证明章。

野食品安全重在前端冶
食品安全的重心在于前端，原产地和

产品提供商应该严格遵从农业部对食品生

产的相关要求，而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要做

的是对进入批发市场的食用农产品质量进

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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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安全监督管理，只能根据前端监管部门

（比如农业部）要求做相应衔接。

张兰兰在发言中说：“一车菜可能是

从 10块菜地采摘出来的，完全靠抽检的方

式来确定这个东西合不合格，成本巨大，

要保证产品质量合格，尤其是食用农产品

质量合格，重在前端。一条鱼在生产周期

中吃过什么药，猪肉、羊肉生产过程中饲

料合不合格，打了什么药，这都是我们后

端无法控制的。”

同时，张兰兰介绍：“新发地的批发

市场因为担心源头控制不能够满足它们的

需求，所以自己在全国选点、租用土地、

雇佣自己的人去种食用农产品。在自己基

地里面种，通过自己的市场来卖，相当于

批发市场延伸至生产环节，这比从别人那

儿买要放心得多。今后若电商做大做强，

也有可能把自己经营的手伸向源头生产。

危险化学品新目录将施行

根据质检总局发布的新 《法检目录》

要求，自 2016年 2月 1日起，41个涉及

危险化学品的海关商品编号将实施进出境

检验检疫，涉及的产品主要包括萘、乙醛、

甲苯、丙酮等 41类危险化学品。

列入《法检目录》的危险化学品须经

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企业在报检

时，除提供必要的报检材料外，还应提供

进出口危险化学品符合性声明、危险公示

标签以及安全数据单等资料。

检验检疫部门提醒相关危险化学品进

出口企业：一是应按照我国关于进出口危

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的法律法规要求，做好

危险化学品分类和危险特性分类鉴别等工

作，确定产品 UN编号、适用包装等相关

内容，使用合格的危险化学品包装；二是

按照我国强制性技术规范的要求，做好相

关产品标识的修改和安全数据单等技术资

料的修订，在产品外包装上加贴危险公示

标签并随附安全数据单；三是及时与检验

检疫部门沟通，了解最新的检验检疫信息，

确保政策调整后货物顺利通关。

美国发布花生标准

2016年 1月 21日，美国发布 G/TBT/

N/USA/1066通报，发布国产和进口花生标

准，规定了最低质量和处理标准要求。该

通报表示，美国农业部将强制要求生产商

和行业代表遵守该花生标准要求，并根据

标准要求对每批产品进行规范储存、记录

保存变化。 （标准具体见：https://mem-

bers . wto . org/crnattachments/2016/TBT/

USA/16_0253_00_e.pdf）

美国修订肉蛋制品中安全适宜抗

菌剂列表

2016 年 1 月 28 日，美国发布通告，

修订肉蛋制品中安全适宜物质成分，FSIS

指令 7120.1由第 31版升级至第 32版，同

时第 31版作废。

该指令规定检验项目人员（IPP）可在

生产的肉、家禽和蛋制品中使用的最新物

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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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列表，适用于在线 （OLR） 和离线

（OFLR） 再加工抗菌干预系统物质列表，

具体如下：

美国修订氰霜唑残留限量

2016年 2月 3日，美国 EPA发布 1条

最终条例，对部分植物产品内部或表面氰

霜唑 （cyazofamid） 的残留限量进行了修

订，删除了罗勒干叶和罗勒鲜叶中氰霜唑

残留限量，增加了鳞茎类蔬菜和香草中氰

霜唑的残留限量，本条例于发布之日起生

效，反对或听证要求按 40 CFR§178的说

明在 2016 年 4 月 4 日前提交。具体见下

表：

欧盟修订毒死蜱最大残留限量

2016 年 1月 21日，欧盟发布委员会

实施条例（EU） 2016/60，修改欧洲议会和

欧盟委员会条例（EC） No396/2005附件 2

和附件 3，修订毒死蜱（chlorpyrifos）的最

大残留限量。本法规适用于在 2016年 8月

9 日之前按要求生产的产品。本法规于

2016年 8月 10日生效。具体限量如下：

物质 分类
更新
类型

醋，天然或提取的香
辛料

抗菌剂 新增

Protec 2000
表 4离线抗菌干预

系统
修订

Accutab Chlorination
表 3在线抗菌干预

系统
修订

Cecure
表 3在线抗菌干预

系统
修订

Protec 2000
表 3在线抗菌干预

系统
修订

Cecure
表 4离线抗菌干预

系统
修订

产品中文名称 产品英文名称
限量要求

渊ppm冤

鳞茎类蔬菜，

组 3-07
Bulb vegetables, group

3-07
2.0

香草，亚组
19A

Herb subgroup 19A 90

产品中文名称
最大残留限量

渊mg/kg冤

树坚果、蔬菜、甜玉米、香草和
可食用的花等

0.05

萝卜、洋葱、咖啡豆 0.2

茄子 0.4

枸杞 0.5

油籽和油果 0.05

茶叶、啤酒花 0.1

乳类、蛋类 0.01

水果香料、根茎类香料 1

土豆、西红柿、甜椒、大白菜、头菜 0.01

胡萝卜 0.1

秋葵 0.5

真菌、苔藓和地衣 0.05

谷物
0.05（除大麦

0.2外）

禽类 0.05

种子香料 5

其他香料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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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议会要求欧盟对婴儿食品严

格限糖

新华社 1月 21日消息，欧洲议会全体

会议 20日通过决议，要求欧盟委员会根据

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对婴儿食品实行严

格限糖。对主要以粮食为原料的婴儿食品，

欧盟目前规定的含糖量为每提供 100千卡

热量食品中，糖的含量最高可为 7.5克，即

糖的贡献可达 30千卡。而世卫组织的建议

标准为糖的贡献不应超过 10千卡，欧盟现

行标准是世卫组织建议标准的３倍。

欧盟修订肟菌酯残留限量标准

2016年 1月 26日，据欧洲食品安全局

（EFSA）消息，欧洲食品安全局 （EFSA）

就放宽芹菜中肟菌酯 （Trifloxystrobin）的

最大残留限量发布意见。依据欧盟委员会

法规（EC） No396/2005第 6章的规定，拟

修订肟菌酯在芹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由

目前的 0.02mg/kg放宽为 0.03mg/kg。

欧盟修订烯酰吗啉的残留限量

2016 年 1月 27日，欧洲食品安全局

发布通知，修订烯酰吗啉在植物产品中的

残留限量，具体（见下表 1）：

欧盟修订植物产品中啶虫脒残留

限量标准

2016 年 2月 16日，欧洲食品安全局

发布风险分析报告，根据欧盟法规 396／

2005第 12 章的要求，对植物产品中啶虫

脒残留限量标准进行修订，具体如下：

产品名称 现有限量 渊ppm冤 修订限量 渊ppm冤 备注

菜花 0.05 0.6 由西兰花和花椰菜外推得到

其他 0.01 0.6 /

菠菜 1 30 尚未正式发布

马齿笕 0.01 4 由生菜和野苣外推得到

甜菜叶 1 4 /

其他 0.01 4 /

朝鲜蓟 2 -- 已有 GAP和评估数据

表 1

产品名称
现有 MRL

(mg/kg)
修订 MRL

(mg/kg)

杏仁 0.8 0.8

橄榄 0.01* 0.9

土豆 0.2 0.5

黄瓜 0.3 0.6

豆子（带荚） 0.15 0.6

豌豆（带荚） 0.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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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 法规限制篇修订对含镉

油漆管控要求

2016 年 2 月 17 日，欧盟在其官方公

报上发布 (EU)2016/217 指令，修订了

REACH法规的附录 XVII中关于镉的限制条

款。

本次修订扩大了含镉油漆的限制范围，

规定对于镉含量超标的油漆，将不得使用

或投放市场。本指令将于发布后第 20天开

始生效。

镉的管控要求

本次修订了 REACH 法规的附录 XVII

中的条款 23的第 2部分：

镉及其化合物（第 2部分）

修订后 2.代码为 [3208] [3209]的油

漆，如果镉的质量含量大于或等于 0,01%，

则不能使用或投放市场；

代码为[3208][3209]的油漆，如果锌的

质量含量超过 10%，则镉的质量含量不得

超过 0.1%；

带有涂层的物品，如果镉的质量含量

大于或等于涂层质量的 0.1%，则不能使用

或投放市场。

修订前2.不得用于油漆[3208][3209]

但是，若颜料中锌的含量较高，镉的

残余浓度应越低越好，其质量浓度无论如

何不得超过 0.1%。

在任何情况下，不管其用途和最终目

的，由上述被镉着色过的物质或制品制造

所得的成品或制品的成分，当其塑材中镉

的质量含量高于 0.1%时不得在市场上出

售。

除了 REACH法规的附录 XVII袁 欧盟

另外的镉的管控要求主要有院
欧盟法规 适用范围 镉限值

REACH

（SVHC） 物品 0.1%/per Article

（通报阈值）

RoHS指令 2011/65/EU 电子电气产

品均质材料 0.01%

包装指令 2005/20/EC 包装材料 铅 ，

镉，汞，六价铬加和 0.01%

电池指令 2006/66/EC 及其修订指令

2013/56/EU 电池 0.002%(重量比)

镉的危害院 镉会对呼吸道产生刺激，

长期暴露会造成嗅觉丧失症、牙龈黄斑或

渐成黄圈，镉化合物不易被肠道吸收，但

可经呼吸被体内吸收，积存于肝或肾脏造

成危害，尤以对肾脏损害最为明显。还可

产品名称
现有 MRL

(mg/kg)
修订 MRL

(mg/kg)

啤酒花（干） – 0.15

干大豆 0.07 0.15

干扁豆 0.01* 0.15

干豌豆 0.07 0.15

羽扇豆 0.01* 0.15

油菜籽 0.2 0.4

橄榄油 0.01* 0.9

小麦 0.03 0.1

10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国际贸易技术壁垒》（资讯·内参）2016/2总第 142期要闻简报

导致骨质疏松和软化。

ECHA 将对物质候选清单采取进

一步法律行动

据 ECHA官网消息，欧洲化学品管理

署（ECHA）从 REACH注册中选出了 300

种物质，由成员国进行进一步审查。有关

当局将对物质卷宗进行人工审查，并有权

决定是否需介入法律手段。

大约有 1500个公司的 2500份卷宗涉

及到候选清单物质。选择机制基于一个自

动的 IT筛选器，主要关注物质的致癌性、

基因突变性、生殖毒性、持久性、富集性、

毒性、内分泌干扰性、感光性、特殊靶器

官毒性、重复暴露属性等。在暴露场景中

对人体和环境造成危害的物质，还将进一

步被挑选出，并由成员国有关当局进行手

动审查。

有关企业已经收到(或将会收到)ECHA

发来的信件，通知他们的注册卷宗可能会

受到审查。他们被要求修改卷宗以确保所

有缺陷都得到解决。最新的信息有助于帮

助成员国有关当局更好地评估 IT筛选器显

示的问题是否属实，是否需介入进一步的

法律手段。

如果成员国或 ECHA对某种物质采取

措施，ECHA会将此物质信息公布于其官

方网站上。例如，注册目的，物质评估的

社区滚动行动计划草案，公共活动协调工

具，包括物质危害评估或风险管理选项分

析。有关企业可通过 ECHA官网上的搜索

功能查询其物质的状态。

背景

ECHA和欧盟成员国有关当局实施 IT

筛选器和人工审查是每年进行的常规审查

手段的一部分，其目的是鉴别出对人体和

环境有风险的物质，并使用最合适的

REACH和 CLP流程以确保其安全使用。常

规审查手段是 SVHC路标计划的一部分。

前一轮是 IT自动筛选已经鉴别出大约

200种需要进一步审查的物质。当然，通过

成员国有关当局的人工审查的 165种物质

中的 76%被发现需要被采取进一步行动。

17份卷宗需要进行一致性分类及标签，6

份需进行风险管理选项分析。其余 9份需

进行其他评估。

给注册者致信是为了增加在早期物质

筛选过程中有关当局的工作的透明度，并

给予注册者充分的机会来阐明其物质的危

害性及用途。反过来，改进过后的卷宗也

能为有关当局提供更确凿的证据依据来决

定是否对需物质采取进一步行动。

ECHA 不会将候选清单公布出来，因

为其完全是有 IT自动筛选器选择出来的。

还需进行人工审核以确认物质可能的危害。

欧盟WEEE指令：企业及个人不

遵守环境法规遭受重罚

为处理与日俱增的电器及电子设备废

料，欧盟已经修订《电器及电子设备废料

指令》 (WEEE 指令) ，欧盟成员国必须根

据第 2012/19/EU 号指令实施严格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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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盟市场销售电器及电子设备的贸易商

应多加留意。

WEEE指令以及类似的废料回收指令

(涵盖电池及包装)，把不少责任加诸“生产

商”(包括进口商)身上，当中包括承担废料

管理费用。这些费用与废料收集、处理及

循环再造有关，不遵守规定者可被重罚。

去年，英国环境署成功起诉网上贸易

公司 Babz Media Ltd，指该公司没有遵守

WEEE实施条例以及英国的包装与电池法

规 3年之久。

上述英国公司在 2011至 2013年逃避

缴纳该国的循环再造费，因此被判罚款

45,500 英镑，并须缴交讼费 8,724.98 英

镑，而这并未包括该公司本身要支付的辩

护费用。该公司被判罚款，原因是违反了

和包装物料、电池及电器有关的环境法例。

但凡按照WEEE指令向有关当局注册的公

司，其名称均列载于环境署网站，因此企

业若不遵守这项规定以及其他和生产商责

任有关的法例，很可能遭到起诉。

另一方面，去年西班牙最高法院公布

一项裁决，为对抗空气污染注入一剂强心

针。两家公司的东主由于释放以公吨计的

温室气体到大气中，被判处监禁，成为当

地首宗案例。

2007 至 2010 年间，上述两家公司非

法压碎 2,236个冷藏箱，释出超过 3,000公

吨有毒气体到大气中。法院表示，这种做

法不但严重损害环境，亦危害人类健康，

因此根据西班牙刑事法典，裁定两家公司

的东主犯环境罪。

至于向被告提供废旧冷藏箱的人士，

以及把冷藏箱由提供者运送至被告的人士，

法院判处较短的监禁年期。法院表示，两

人均有犯环境罪，原因是他们知道被告没

有许可证，无权处理废旧冷藏箱内的危险

物质。

上述裁决十分重要。以英国的案件来

说，这是首次有英国公司因为不遵守 3项

废料回收再造法例而被起诉，而 Babz

Media ltd 也是首家被控告不遵守英国电池

法例的公司。至于西班牙的个案，同样是

首次有人因为把温室气体非法排放到大气

中以及参与有关的废料处理活动，而被西

班牙法院定罪。

韩国修改食品的原产地标识种类

及标示方法

2016年 2月 2日，韩国农林畜产食品

部与海洋水产部共同发表消息称，为扩大

消费者的知情权，引导公平交易，自 2016

年 2月 3日起，扩大原产地标示对象种类

并对标示方法进行修改实施。

此次原产地标示制度修改的主要内容

有：①扩大餐饮店（食品服务业、集体食

堂）原产地标示对象种类、修改标示方法；

②加强农水产品加工品原料的原产地标识；

③在配送程序等上进行烹饪食品通信销售

（提供）时，修改其标示方法。

a. 食品服务业等餐饮店的原产地标示

对象扩大到 20个品种，以往标示对象为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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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猪肉、鸡肉、鸭肉、羊 （山羊） 肉、

大米、白菜泡菜、偏口鱼、黑石鲈、真鲷、

泥鳅、鳗鱼、章鱼、明太鱼、鲭鱼、带鱼

16个品种，现在又追加了大豆、鱿鱼、花

蟹、黄花鱼 4个消费量较高的品种。

b. 原产地标示对象产品、餐饮店里烹

饪的食物，原则上与烹饪方法（用途）无

关，须标示所有相关产品的原产地。以往

即使是原产地标示对象，也要根据烹饪方

法（用途）决定标示对象是否标识，此次对

这一不合理之处进行了修改。但大米标示

由当前仅限米饭扩大到粥、锅巴，大豆仅

限于豆腐类、豆腐渣、豆汁面使用的情况。

c. 为了便于看清标示对象产品的原产

地信息，概括标示原产地信息的“原产地

标示牌”尺寸由 A4大小(21㎝×29㎝)以上

扩大为其 2倍 A3大小(29㎝×42㎝)以上，

标示的字体大小也由 30磅扩大为 60磅。

d. 告示（粘贴）位置由当前“消费者

显眼的地方”此类模糊规定，明确改为

“最大告示牌旁边或下边”或“无告示牌时

为进入主要出入口后的正面”，便于消费者

确认原产地标识信息。

e. 就餐场所以墙壁 （隔断） 分离时，

各就餐场所需粘贴标识原产地的告示牌或

原产地标示牌，难以粘贴时，必须提供原

产地标示菜单，以便在房间分离等场所，

消费者也可以确认原产地信息。

f. 对于农水产加工品的原产地标识，

以往只要求标示加工食品所用原料中用量

最多的 2种（排名前 2位的），修改后从强

化消费者知情权的角度出发，要求排名第 3

位的原料也标示原产地。

g. 对近期急剧增长的配送应用程序等

领域的原产地标示方法进行了明确规定，

通过配送应用程序等邮售提供烹饪食品时，

以往标示方法并未明确规定以何种方式、

是否需标示原产地等内容，修改后通过配

送应用程序等邮售方式提供烹饪食品的情

况及邮售农水产品及其加工品的情况，也

同样适用标示方法。

因此，饮食菜单名（产品名）或价格

标示周围需标示原产地，便于消费者订购

配送饮食时了解原产地相关信息。

日本取消对中国产豌豆荚中哒螨

灵的强化监控检查

2016 年 1月 27日，日本厚生劳动省

发布生食输发 0127第 2号：取消对中国产

豌豆荚中哒螨灵的强化监控检查。

根据 2015年度进口食品等的监控检查

计划，按 2015年 3月 30日发布的食安输

发 0330第 3号（最终修正：2016年 1 月

22日发布的生食输发 0122第 5号），对食

品实施监控检查。

此次，根据过去一年的检查结果，取

消对中国产豌豆荚中哒螨灵的强化监控检

查。

加拿大拟更新饮料中砷和铅限量

2016 年 1月 28日，据加拿大卫生部

消息，加拿大卫生部发布饮料中砷和铅限

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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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征求意见结果汇总。

2014 年 6 月 19 日，加拿大卫生部开

始就果汁、果肉饮料、即饮饮料、包装水

中砷和铅的限量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2014年 9月。

根据企业、行业与政府部门的意见，

加拿大卫生部拟修订条例草案，具体汇总

如下：

1. 将苹果汁的总砷限量由草案中拟定

的 0.01ppm修改为 0.015 ppm；

2. 仅更新果汁、果肉饮料中铅的限量，

0.2ppm改为 0.05ppm，不包含之前建议的

即饮饮料；

3. 包装饮用水中砷和铅的限量由现行

的 0.1ppm、0.2ppm 降为 0.01ppm，包括

矿泉水。

加拿大确定杀菌剂 Oxathiapipro-

lin的最大残留限量

2016 年 1月 29日，加拿大卫生部发

布 G/SPS/N/CAN/973/Add.1 通报，确定蔬

菜等食品中杀菌剂 Oxathiapiprolin 的最大

残留限量。具体限量见下表 1：

加拿大确定部分食品中嘧啶肟草

醚限量

2016 年 1 月 27 日，加拿大发布

G/SPS/N/CAN/969/Add.1 通报，确定部分

食品中嘧啶肟草醚限量。具体见下表 2：

要闻简报

通用名 食品类别 MRL 渊mg/kg冤

Oxathiapiprolin

绿叶蔬菜（作物亚组 4-13A） 15

干西红柿 3.0

大葱（作物亚组 3-07B） 2.0

甘蓝,头和茎（作物组 5-13） 1.5

食荚矮豌豆、食荚豌豆、食荚荷兰豆、食荚甜豌豆 1.0

果类蔬菜（作物组 8-09） 0.5

瓜类蔬菜（作物 9组） 0.2

人参根 0.15

多汁带壳菜豌豆、多汁带壳荷兰豆、多汁带壳青豆、多汁带壳豌豆、 0.05

洋葱（作物亚组 3-07A） 0.04

球茎类蔬菜（作物亚组 1C），牛奶牛，山羊，马，猪，绵羊的脂肪，肉类及
肉类副产品

0.01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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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发布通告拟修订农兽残限量

标准

2016年 2月 3日，巴西发布G/SPS/N/

BRA/1093，G/SPS/N/BRA/1095，G/SPS/N

/BRA/1096，G/SPS/N/BRA/1097，G/SPS/

N/BRA/1098和G/SPS/N/BRA/1099号通告，

拟修订 Indoxacarb（茚虫威），Ethephon

（乙烯利），Spinetoram（乙基多杀菌素），

Trifloxystrobin（肟菌酯），Methylcyclo-

propene（甲基环丙烯），Thiamethoxam（噻

虫嗪）农兽残限量标准，上述通告评议截止日

期为 2016年 2月29日，修订情况见下表：

要闻简报

表 2

通用名 MRL 渊ppm冤 食品类

嘧啶肟草醚

1.5 大麦麸皮

1.01 大麦

0.61 小黑麦，小麦

0.031 荞麦、珍珠粟、黍、燕麦、爆米花粒、水稻、黑麦、高粱、蜀黍、野生稻

20 牛、山羊、马和绵羊的肉副产品

1.0 猪肉副产品

0.02 牛、山羊、马和绵羊的脂肪

0.01 鸡蛋;猪、家禽的脂肪;牛、山羊、猪、羊、马的肉和禽肉;家禽肉类副产品;乳

农兽残名称 食品名称
限量标准

渊mg/kg冤
安全间隔期

渊天冤

Indoxacarb
（茚虫威）

南瓜,西葫芦,土豆，茄子,佛手瓜，全绿叶茄,西印度小黄瓜,胡椒和青
椒

0.05

1甜菜，豆瓣菜，生菜，菊苣，苦苣，菠菜，甜菊菜，芝麻菜和芥菜 0.04

西兰花，羽衣甘蓝，中国大白菜，球芽甘蓝，花椰菜和卷心菜 0.02

番茄 0.1

大豆
0.2

14

玉米 30

Ethephon
（乙烯利）

大米 0.2
30

咖啡 1.0

大豆 0.1 106

Spinetoram
（乙基多杀菌素）

南瓜，西葫芦，佛手瓜西印度小黄瓜和黄瓜 0.05 3

玉米

0.01

7

大蒜，土豆，甘薯，甜菜，香芋，洋葱，葱，生姜，山药，木薯，秘
鲁胡萝卜，大头菜，萝卜和番茄 1

甜菜，生菜，菊苣，苦苣和芥菜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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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修订异丙醇、四氢呋喃

的检测方法

台湾地区“行政院环保署”2月 1日发

布环署检字第 1050008428 号公告，修订

水中异丙醇、四氢呋喃的检测方法，并自

2016年 5月 15日生效。本方法利用共沸

蒸馏法（Azeotropic distillation），将水质样

品中分离出异丙醇（Isopropanol，IPA）和

四氢呋喃(Tetrahydrofuran，THF)，用气相

层析 /火焰离子检测器来检测其含量。本方

法适用于饮用水、饮用水水源、地下水等，

异丙醇和四氢呋喃检测极限分别为

1.59mg/L、2.72mg/L。

泰国发布营养符号标示的通报

2016 年 1 月 29 日，泰国食药部

（FDA）发布 G/TBT/N/THA/473通报，发布

关于食品标签上的营养符号标示的通报。

依照食品法 B.E.2522（1979） 第 5 和 6

（10）条的规定，公共卫生部据此颁布通报

如下：

1. 本通报中的“营养符号”指帮助消

费者做出均衡营养决定的替代方案的符号；

2. 对于打算在食品标签上标示营养符

号的食品生产商、销售商、进口商或分销

商，附带此类标签的食品应首先经相关部

门的检验和认证；

3. 食品标签上标示的营养符号应符合

相关规定的格式；

4. 用于进一步审查标示营养符号认证

营养标准或营养价值应符合相关技术要求；

5. 依照本通报标示的食品标签营养符

号应符合公共卫生部（MOPH）通报“预

包装食品标签”、公共卫生部（MOPH）关

于特殊食品的通报和公共卫生部（MOPH）

通报“营养食品标签”；

6.本通报公布之日起生效。

要闻简报

南瓜，西葫芦，佛手瓜和黄瓜 0.2

茄子，全绿叶茄，胡椒，青椒和秋葵 0.5
3

冬瓜
0.02

大豆 7

Trifloxystrobin
（肟菌酯）

南瓜、西葫芦 0.2

1甜菜、生菜、 2

西印度樱桃
0.3

大蒜、燕麦、香蕉、胡萝卜 0.05 14

Methylcyclo-
propene
（甲基环丙烯）

南瓜、西葫芦 0.2

1甜菜、生菜、 2

西印度樱桃
0.3

大蒜、燕麦、香蕉、胡萝卜 0.05 14

Thiamethoxam
（噻虫嗪）

南瓜、西葫芦 0.2

1甜菜、生菜、 2

西印度樱桃
0.3

大蒜、燕麦、香蕉、胡萝卜 0.05 14

韭菜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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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垒资讯

(一)美国 G/TBT/N/USA/884/Add.

1号通报，关于某些化学物质重要新

用途规则的补遗

美国环保署 （EPA） 于 2016 年 2 月

15日发布标题为“关于某些化学物质重要

新用途规则的补遗”的通报法规。该补遗

发布了最终法规：环保署根据有毒物质控

制法案 （TSCA） 对须经生产 前通知

（PMNs）的 3种化学物质提出重要新用途

规则(SNUR)。这 3 种化学物质为 alkanes,

C21 – 34-branched and linear, chloro、

alkanes, C22 – 30-branched and linear,

chloro与 d alkanes, C24–28, chloro。本措

施就法规提案指定的重要新用途活动要求

从事生产（包括进口）或加工这些化学物

质的人员至少在活动开始之前 90 天通报

EPA。要求的通报给 EPA提供机会评估预

定用途，如必要，可在开始之前禁止或限

制该项活动。本最终法规将于 2016年 4月

12日生效。

该项通报的实施将对我省相关企业造

成一定影响，主要体现在相关化学物质销

往美国市场的运行成本显著增加。法规要

求属于 SNUR的人员必须在生产或加工开

始之前至少 90天通报环保署，从而增加了

资料准备等申报成本。此外增加的还有相

关的环境影响评估等费用。

(二) 以色列 G/TBT/N/ISR/861号

通报，SI14036－儿童使用和儿童保

育用品－婴儿吊椅－安全要求和测试

方法

以色列WTO-TBT咨询点于 2016年 2

月 10日发布标题为“SI14036－儿童使用

和儿童保育用品－婴儿吊椅－安全要求和

测试方法”的通报法规。涉及婴儿吊椅的

现行标准 SI 14036 的要求声明为强制要

求。该声明符合保护人类安全的强制标准

目标。本标准采纳了欧洲标准 EN 14036:

2003，标准希伯来语部分有少量变化，主

要集中在希伯来语说明、警告、标志和包

装。

该项通报的实施将对我省出口以色列

的婴儿吊椅企业造成一定影响。婴儿吊椅

的生产采用欧洲标准 EN 14036: 2003将对

有关企业提出更高的产品制造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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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埃及 G/TBT/N/EGY/114 号

通报，法令 No.43/2016

埃及标准化与质量管理组织于 2016年

2 月 1 日发布标题为“法令 No.43/2016”

的通报法规。部颁法令要求规定产品的商

业用途进口只允许在埃及进出口监管总局

（GOEIC）注册的生产厂、拥有商标的公司

或分销中心的产品进入埃及。注册或注销

由有权免除某些或全部注册要求的外贸部

长裁定。

该项通报的实施将对我省出口埃及的

有关企业造成一定影响。该法令涉及的产

品非常广泛，包括乳制品、零售干果、油

脂、可可食品、糖果、果汁、矿泉水、清

洁剂、餐具、卫生纸、家用电器、家用及

办公家具、纺织品等等。相关产品的国内

厂商若要出口埃及需要首先在埃及进出口

监管总局完成注册，这增加了出口流程以

及注册费用。

上述通报法规将对我省化学物质、婴

儿吊椅等产品出口产生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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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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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1月 21日至 2016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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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推车、

浴室防滑垫、计算机电源线、充电装置、

吸尘器、锅具等共计 20例，涉及产品总金

额超过 26,000万美元。召回原因主要为触

电、割伤、火灾和烧伤等。主要召回产品

情况如下：

一、本月召回数量和损失金额最多的

产品是计算机电源线，此次被召回的产品

英文名称为 AC Power cords，召回的产品

是于 2015 年 3 月 15 日前与 Microsoft

Surface Pro, Surface Pro 2 及 Surface Pro

3计算机一同销售的 AC 电源线。Surface

Pro and Surface Pro 2机箱为黑色，产品名

称位于设备背面底部；Surface Pro 3计算

机的机箱为银色，设备背面支架下可见

“Windows 8 Pro”，召回的产品涉及与其分

别售出的相关电源配件。该召回的电源线

在与电源相连接的末端电线上缺乏 1/8-英

寸的保护套，召回的原因是电源线易出现

过热，有引发火灾或触电的危险。截至目

前，Microsoft 公司已收到 56 起关于电源

线过热并产生火花的事故报告。同时，还

有 6起使用者触电的受伤报告。此次被召

回的产品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销售数量共约

2,440,000个，损失的金额达 17,568 万美

元。

二、浴室防滑垫，此次召回的产品为

附有 4个塑料吸盘的吸水地毯。该地毯用

于淋浴间或浴缸表面的防滑。地毯有米黄

色和透明两色，有两种尺寸：供浴缸使用

的 29.5*17.25 英寸，供淋浴间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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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5*19.75英寸。地毯的四个角落有四个

塑料吸盘。召回的原因是该款防滑垫下的

四个吸盘，不能有效起到防滑作用，易造

成使用者摔伤的危险。截至目前，Tristar

公司已收到 60起使用者因在浴室或浴缸内

使用该产品而摔伤的事故报告，其中包括

30名擦伤、割伤或骨折的受伤报告。召回

数量 1,470,000个，损失金额约 3381万美

元。

三、婴儿推车及其替换座椅,此次召回

的产品为 Britax B-Ready 婴儿推车，和

B-Ready替换座椅分别出售。婴儿推车的

框架为银色或黑色，座椅有各种颜色。召

回原因：该款婴儿车扶手上的海绵把套，

易被幼儿咬食，产生的小碎片一旦被吞咽，

则会引发窒息风险。截至目前，Britax公司

已收到 117起关于幼儿咬食海绵把套的事

故报告，其中包括 5起因吞咽海绵把套碎

片而发生噎塞或呕吐的报告。故。召回数

量 60000个，损失金额约 1950万美元。

四、吸尘器，此次被召回的产品名称

为 Dirt Devil誖 Total Pet Cyclonic Upright，

涉及三种型号：UD70210, UD70210CA 和

UD70210RM，吸尘器外壳有黑色、灰色和

透明带红、紫边缘，其 4个数字生产日期

码只有前 3个数字以 B14到 I15开头的才

在此召回范围内。召回原因：该款吸尘器

的电源插脚，易脱落，当拔出电源时，电

源插脚会留在插座中。若电源插脚留在电

源插座内，则有造成使用者触电的危险。

截至目前，Dirt Devil公司已收到 14起相关

事故报告，尚未收到人员受伤报告。召回

数量共计 158700 个，损失金额约 912.52

万美元。

五、装饰铃铛 , 此次召回的产品为，

Cheryl’s铝制铃铛装饰品，直径约 4英寸，

铃铛上有四个雪花图案的镂空图形。8个铃

铛装饰品为一盒出售，里面有红色、绿色、

金色和银色四种颜色，每种颜色各两个。

召回原因：该款装饰铃铛的镂空表面上，

存在锋利边缘，有割伤使用者的危险。截

至目前，QVC公司已收到 140起割伤事故

报告，其中 4 起事故需要进行伤口缝合。

此次被召回的产品在美国销售数量约为

25,000个,损失金额约 137.5万美元。

六、本月有两个产品被召回的原因是

有霉菌：一个是 Ashland 牌外面包有装饰

纸的节日礼物礼盒。盒子有 9种背景主题，

外面有丝带，粗麻布和其它装饰品；盒子

形状有圆形、方形和矩形，有 3 种尺寸：

小号，中号与和大号。该产品于 2015 年

10月 -2015年 11月在美国Michaels商店

销售，售价依据盒子大小不同，约为 5-20

美元 /个，召回数量 289,170个；另一个是

Ashland牌人造一品红花。一品红花叶子为

红色，茎为绿色，叶子中央有金黄色花蕊，

花茎的 SKU码为 426830，花丛的 SKU码

为 424066。该产品于 2015年 10月 -2015

年 11月在美国 Michaels 商店销售，售价

花茎约为 4 美元 / 根，花丛约为 7 美元 /

簇，召回数量为 431,600个。召回原因是，

产品上有霉菌，存在导致消费者呼吸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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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感染的危险，并可影响免疫系统，导

致肺部感染或霉菌过敏。截至目前，尚未

接到相关事故报告。这两款产品的损失金

额共计超过 500万美元。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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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1月 21日起至

2016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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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种类有玩具类、服装纺织品与时尚类、

儿童护理物品及儿童设备类、珠宝类等共

计 122例，其中排名前三的分别是玩具类

（47例）、日用电器与设备类(23例)、服装

纺织品与时尚类（18例）；召回的主要原因

分别是呛噎(25例）、化学危害(23例)、触

电（22例）和受伤（21例）。具体分析如

下：

一尧 玩具类

LED灯含溴，不符合电器与电子设备

产品对某些特定有害物质使用的限制性指

令要求（RoHS2）。

2. 玩具的激光级别为 3B，如果直射到

眼睛，即使是瞬间，都有可能导致眼睛损

伤；箭的动能太高，可能使眼睛受伤。不

符合玩具安全指令的要求及相关欧盟标准

EN62115和 EN71-1。

3. 玩具飞镖含有高磁能量的小磁铁，

易脱落，儿童若吞食磁铁及其它金属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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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玩具滑板车的活动部件间有间隙，

可能导致在折叠滑板车时手指被卡而受伤，

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的要求及相关欧盟标

准 EN71-1。滑板车的转向管易破裂，可能

导致儿童跌落受伤；此外在道路崎岖的地

面滑行，分叉处的焊接点易破裂，导致儿

童失去平衡而跌落；在移动部件间有间隙，

可能导致儿童在折叠或展开滑板车时，手

指被卡而受伤，不符合相关欧盟标准

EN14619的要求。

5. 玩具棋的棋板边缘尖锐，可能导致

割裂伤，不符合玩具安全指令的要求及相

关欧盟标准 EN71-1。

6. 玩具化妆晚会女装配饰产品释放太

高的铜（测量值为 35400 mg/kg），暴露在

过高的铜环境下，可能导致恶心，呕吐和 /

或腹痛及肾和肝脏损伤，不符合玩具安全

指令的要求及相关欧盟标准 EN71-3。

7. 油画涂料中的绿色涂料需氧菌总量

太高，还检出绿脓杆菌，当溶液与口、手

和眼睛接触时，存在接触感染的危险。不

符合玩具安全指令的要求。

二尧 日用电器与设备类

1.头发拉直器 PCB上的某些焊接点含

铅（测量值达 2.09%），不符合电器与电子

设备产品对某些特定有害物质使用的限制

指令性要求（RoH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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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壶的电线塑料含有 3.64%的

SCCPs，含有该物质的产品禁止使用、投

放于市场。因为 SCCPs会持久存在于环境

中，低浓度对水生生物有毒性作用，且会

在野生动物和人类中蓄积，对人类健康及

环境均存在危害，规定禁止在市场上销售

和使用含有 SCCPs的物质。不符合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法规(POP法规)。

3. 电风扇产品，手指可能被卡在前面

格栅保护网和旋转叶片之间导致割伤；电

绝缘不足，可接触部件可能带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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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插座上的孔洞没有预防接触到带电

部件的栅栏，可能导致触电，不符合低电

压指令的要求和相关国家标准 IEC60884。

5. 电源延长线的开头抗热性不足，如

果过热，可能引发火灾，不符合低电压指

令的要求和相关欧盟标准 EN61058。

6. 空气压缩机在操作过程中，空气压

缩机排气孔的温度太高，可能导致使用者

被烧伤，不符合机械指令的要求和相关欧

盟标准 EN1012。

三尧 服装纺织品与时尚类

1. 假指甲的胶水含有对生殖有毒性的

DBP，不符合化妆品法规的要求。

2. 儿童服装，颈部区域的拉绳，可能

造成儿童种各活动中的羁绊，存在导致勒

颈的危险；腰部区域有未固定的拉绳，存

在导致受伤的危险，不符合相关欧盟标准

EN 14682。

3. 女鞋产品含有二甲基延糊索酸

（DMF） （鞋垫测量值为 0.118mg/kg，鞋

面测量值为 0.129mg/kg），DMF是一种强

致敏物质，接触皮肤可能导致皮炎，并已

有 1例接触性皮炎报道。不符合 REACH法

规。

四尧 其他类

1. 橡胶刀含有高达 0.26%的短链氯化

石蜡（SCCPs）。不符合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法规(POP法规)。

2. 梯子台阶不够结实，使用过程中可

能断裂，可能导致使用者跌落受伤，不符

合相关欧盟标准 EN131的要求。

3. 冰球头盔缺乏足够的减震能力而无

法起到适当的保护作用；而且皮带扣易松

开，导致撞击时头部受伤。不符合个人防

护设备指令的要求及相关标准 EN10256。

4. 平板电脑主线路上除了焊接无其它

防意外断开的保护配件，电源电压下松驰

的电线因此可能接触到次级线路；绝缘材

料不合适，无法抵抗热应力，可能变形，

导致可能接触到带电部件。不符合低电压

指令和相关欧盟标准 EN6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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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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

Rev.1
沙特阿拉伯

“沙特王国 /沙特标准计量和质量组织(SASO)/家庭及

类似一般用途插头和插座”修订 1
2016-01-18

G/TBT/N/US-

A/901/Add.2
美国 “汽车燃料等级、认证和记录”补遗 2 2016-01-18

G/TBT/N/US-

A/926/Add.2
美国

“某些工业设备能源节约计划：小型、大型、超大型风

冷式商用空调和供暖设备及商用暖风炉能源节约标准”

补遗 2

2016-01-18

G/TBT/N/US-

A/963/Add.1
美国

“某些工业设备能源节约计划：小型、大型、超大型风

冷式商用空调和供暖设备及商用暖风炉能源节约标准”

补遗 1

2016-01-18

G/TBT/N/IDN/101/

Add.1
美国 “NADFC法规 RINo1/2015关于食品类别”补遗 1 2016-01-18

G/TBT/N/EU/337 欧盟
欧盟委员会法规草案，关于拒绝批准涉及减少疾病危

险的食品健康声明
2016-01-18

2016年 1月 16日至 2月 15日WTO秘书处共发布了WTO各成员 153项 TBT通报，

其中美国、以色列各 25项；巴西 21项；埃及 17项；欧盟 14项；加拿大 11项；韩国 6

项；智利 5项；厄瓜多尔 4项；日本、墨西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各 3项；毛里求斯、沙

特阿拉伯、土耳其各 2项；丹麦、捷克共和国、马来西亚、欧共体、阿根廷、巴林、哥斯达

黎加、泰国、印度尼西亚各 1项。

2016年 1月WTO/TBT通报信息

WTO/TBT通报 渊2016年 1月 16日要2016年 2月 15日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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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EU/338 欧盟
欧盟委员会法规草案，关于拒绝批准涉及儿童发育与

健康的食品健康声明
2016-01-18

G/TBT/N/EU/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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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1-18

G/TBT/N/CAN/177/

Rev.2/Add.6
加拿大 “有机产品法规提案”修订 2补遗 6 2016-01-19

G/TBT/N/CAN/474 加拿大 评议通知－处方药清单（PDL）：纳洛酮 2016-01-19

G/TBT/N/USA/1063 美国 第 5阶段噪声标准 2016-01-19

G/TBT/N/US-

A/926/Add.3
美国

“某些工业设备能源节约计划：小型、大型、超大型风

冷式商用空调和供暖设备及商用暖风炉能源节约标准”

补遗 3

2016-01-19

G/TBT/N/US-

A/963/Add.2
美国

“某些工业设备能源节约计划：小型、大型、超大型风

冷式商用空调和供暖设备及商用暖风炉能源节约标准”

补遗 2

2016-01-19

G/TBT/N/US-

A/978/Add.2
美国 “能源节约计划：住宅锅炉节能标准”补遗 2 2016-01-19

G/TBT/N/US-

A/973/Add.2
美国

“消费产品能源节约计划：住宅炉和锅炉测试程序”补

遗 2
2016-01-19

G/TBT/N/CHL/342 智利

将关于建筑用混凝土砌块一般要求的智利标准

NCh181:2006，编入最高法令 (D.S.)No.47/1992 城市

规划和建设通则

2016-01-20

G/TBT/N/BRA/624/

Add.1
巴西

“法令 No.13－制定道路车辆和设备生产商 /车身生产

商和 /或车辆改装厂技术要求”补遗 1
2016-01-20

G/TBT/N/BRA/504/

Add.4
巴西

“2012年 8月 27日部颁法案 No 440（决议草案） ”

补遗 4
2016-01-20

G/TBT/N/BRA/501/

Add.3
巴西 “2012年 8月 1日部颁法案 No. 404”补遗 3 2016-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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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BRA/497/

Add.3
巴西 “2012年 5月 23日部颁法案 No. 265”补遗 3 2016-01-20

G/TBT/N/BRA/485/

Add.3
巴西 “关于炊具的决议草案”补遗 3 2016-01-20

G/TBT/N/BRA/344/

Add.4
巴西 “关于光电能源系统和设备的部颁法案草案”补遗 3 2016-01-20

G/TBT/N/KOR/621 韩国 “功能性保健食品法案”修订提案 2016-01-20

G/TBT/N/KOR/622 韩国 “食品卫生法”修订提案 2016-01-20

G/TBT/N/KOR/623 韩国 “食品标签标准”修订提案 2016-01-20

G/TBT/N/KOR/624 韩国 医疗设备项目及项目分类法规 2016-01-20

G/TBT/N/CHL/340 智利

将关于水泥砂浆砖测试方法的智利标准 NCh187:

2010，编入最高法令(D.S.)No.10/2002制定建设质量

技术控制实验室官方注册制度及批准注册管理规定。

2016-01-20

G/TBT/N/CHL/341 智利

将关于建筑用混凝土砌块测试的智利标准 NCh182:

2008，编入最高法令(D.S.)No.10/2002制定建设质量

技术控制实验室官方注册制度及批准注册管理规定

2016-01-20

G/TBT/N/BRA/664 巴西 2016年 1月 14日法令 No.27 2016-01-20

G/TBT/N/BRA/631/

Add.1
巴西

“法令 No.13－制定道路车辆和设备生产商 /车身生产

商和 /或车辆改装厂合格评定程序”补遗 1
2016-01-20

G/TBT/N/BRA/662 巴西 2016年 1月 14日法令 No.23 2016-01-21

G/TBT/N/BRA/663 巴西 2016年 1月 16日法令 No.22 2016-01-21

G/TBT/N/MUS/5 毛里求斯 环境保护（禁止塑料袋）法规 2015 2016-01-21

G/TBT/N/MUS/6 毛里求斯 环境保护（禁止塑料袋） （修订）法规 2015 2016-01-21

G/TBT/N/BRA/665 巴西 2016年 1月 14日法令 No.26 2016-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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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USA/1064 美国 助听器兼容性手机 2016-01-21

G/TBT/N/USA/1065 美国 改善助听器兼容性手机标准与相关要求 2016-01-21

G/TBT/N/USA/1066 美国
在美国销售的国产及进口花生最低质量和处理标准；

修订质量和处理要求
2016-01-21

G/TBT/N/JPN/514 日本
修订经济产业省（METI）合理利用能源法案实施令、

实施细则和制定通报
2016-01-22

G/TBT/N/TUR/74 土耳其 土耳其食品法典公报：食品中使用的植物和植物制剂 2016-01-22

G/TBT/N/JPN/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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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1-22

G/TBT/N/BRA/569/

Add.2
巴西 “2013年 12月 12日的 Inmetro条例 No. 605”补遗 2 2016-01-22

G/TBT/N/CZE/191 捷克共和国
政府法规草案，修订政府法规 No163/2002制定选定

建筑产品技术要求，经政府法规 No312/2005修订
2016-01-22

G/TBT/N/DNK/98 丹麦
执行法令，修订关于用于测量区域和中央制冷冷量消

耗的计量控制仪表的执行法令
2016-01-22

G/TBT/N/BRA/551/

Add.1
巴西 “2013年 8月 7日法令 No.396”补遗 1 2016-01-22

G/TBT/N/ISR/835 以色列
SI1076－汽车备件：喷涂材料、水或气体使用的 PVC

增强压力软管
2016-01-26

G/TBT/N/ISR/837 以色列 SI169－家庭用铜合金水龙头 2016-01-26

G/TBT/N/ISR/838 以色列 SI538第 4部分－铜合金卫生洁具：弯管出口 2016-01-26

G/TBT/N/ISR/839 以色列 SI538第 3部分－铜合金卫生洁具：双支管 2016-01-26

G/TBT/N/ISR/840 以色列
SI538 第 2 部分－铜合金卫生洁具：单叉管

（Singlebranch）
2016-01-26

G/TBT/N/BRA/397/

Rev.1/Add.2
巴西

“2010年 7月 29日的部颁法案：No. 295

”修订 1补遗 2
2016-01-22

技术壁垒预警

25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国际贸易技术壁垒》（资讯·内参）2016/2 总第 142期

G/TBT/N/ISR/841 以色列 SI538第 1部分－铜合金卫生洁具：弯头 2016-01-26

G/TBT/N/ISR/844 以色列 SI976－新鲜沙丁鱼 2016-01-26

G/TBT/N/ISR/845 SI429第 2部分－汽车发动机 V形皮带：V形多楔带 2016-01-26

G/TBT/N/ISR/842 以色列 SI538－铜合金卫生洁具：一般要求 2016-01-26

G/TBT/N/ISR/843 以色列 SI1325－面包屑 2016-01-26

G/TBT/N/ISR/846 以色列 SI246第 3部分－钨丝灯：6-75V电灯特殊要求。 2016-01-26

G/TBT/N/ISR/847 以色列
SI5198－可再充装移动式铝制无缝气瓶（不包括液化

石油气）－设计、建造和测试
2016-01-26

G/TBT/N/ISR/848 以色列
SI900第 1部分－家用及类似用途电器－安全：一般

要求。
2016-01-27

G/TBT/N/ISR/849 以色列

SI9809 第 2部分－气瓶－可再充装无缝钢气瓶－设

计、建造和测试－抗拉强度大于等于 1100MPa的淬

火和回火钢瓶。

2016-01-27

G/TBT/N/ISR/850 以色列

SI9809 第 1部分－气瓶－可再充装无缝钢气瓶－设

计、建造和测试－抗拉强度小于 1100MPa的淬火和

回火钢瓶。

2016-01-27

G/TBT/N/ISR/851 以色列
SI9809 第 3部分－气瓶－可再充装无缝钢气瓶－设

计、建造和测试－标准钢瓶。
2016-01-27

G/TBT/N/ISR/852 以色列 SI60974第 1部分－电弧焊设备:焊接电源。 2016-01-27

G/TBT/N/US-

A/1048/Corr.1
美国 “高脚椅安全标准；修订”勘误 1 2016-01-27

G/TBT/N/EU/340 欧盟

欧盟委员会法规草案，修订欧盟委员会法规 (EU)

No432/2012制定除涉及减少疾病危险及儿童发育和健

康的健康声明之外允许在食品上做出的健康声明列表

2016-01-27

G/TBT/N/EU/341 欧盟

关于不继续批准活性物质异丙隆的欧盟委员会法规实

施细则草案，依照关于植物保护产品上市的欧洲议会

和理事会法规 (EC)No1107/2009,及修订法规 (EU)

No540/2011实施细则

2016-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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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EU/342 欧盟

欧盟委员会决议实施细则草案，制定协助成员国和欧

盟委员会确定烟草产品是否属于特色调味的独立咨询

小组的组建和运作程序

2016-01-27

G/TBT/N/EU/344 欧盟

欧盟委员会法规实施细则草案，撤销批准活性物质

Z-13-十六碳烯 -11-炔 -1-醇基乙酸酯，依照欧洲

议会和理事会法规(EC)No1107/2009，及修订法规实

施细则(EU)No540/2011

2016-01-27

G/TBT/N/USA/1067 美国 能源节约计划：认证和执行－进口数据采集。 2016-01-27

G/TBT/N/EEC/89/A

dd.11
欧共体

“要求各成员国采取措施确保仅配有儿童安全装置的一

次性打火机投放市场的欧盟委员会决议草案”补遗 11
2016-01-27

G/TBT/N/MYS/65 马来西亚 新法规－食品法规：食品分析费用 2015。 2016-01-28

G/TBT/N/SAU/914 沙特阿拉伯

沙特王国 /沙特标准计量和质量组织(SASO)/洗衣机水

耗效率要求－等级和标签。本版标准撤销和替代 2009

年公布的 SASO2772，并做出了技术修订。

2016-01-28

G/TBT/N/TUR/75 土耳其 关于某些消费品合格检验的公报。 2016-01-28

G/TBT/N/US-

A/565/Add.5
美国 “雷斯法案执行计划；免除和管制商品定义”补遗 5 2016-01-28

G/TBT/N/BRA/621/

Add.1
巴西 “2015年 1月 27日 INMETRO法令 No.46”补遗 1 2016-01-28

G/TBT/N/THA/474 泰国 公共卫生部（MOPH）通报草案“新颖食品” 2016-02-01

G/TBT/N/MEX/289/

Add.2
墨西哥

“NOM-006-SCT4-2015“救生衣必须遵守的技术要

求””补遗 2
2016-02-01

G/TBT/N/EGY/114 埃及 法令 No.43/2016 2016-02-01

G/TBT/N/EGY/115 埃及 部颁法令 No.991/2015 2016-02-01

G/TBT/N/E-

CU/66/Add.4
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标准协会（INEN）技术法规(RTE) No.028

“燃料”第 1次修订（1R）案 No. 2”补遗 4
2016-02-01

G/TBT/N/EU/346 欧盟

关于不继续批准活性物质杀草强的欧盟委员会法规实

施细则草案，依照关于植物保护产品上市的欧洲议会

和理事会法规 (EC)No1107/2009,及修订法规 (EU)

No540/2011实施细则

2016-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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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E-

CU/74/Add.2
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标准协会 （INEN） 技术法规(RTE)No.059

“功能食品。要求”补遗 2
2016-02-02

G/TBT/N/US-

A/1067/Corr.1
美国 “能源节约计划：认证和执行－进口数据采集”勘误 1 2016-02-02

G/TBT/N/US-

A/1009/Add.4
美国 “能源节约计划：商用预清洗喷雾阀节能标准”补遗 4 2016-02-02

G/TBT/N/US-

A/978/Add.2/Corr.1

美国
“消费产品能源节约计划：住宅锅炉节能标准；修订”

补遗 2勘误 1
2016-02-02

G/TBT/N/US-

A/659/Add.2
美国

“委员会信息征集活动；征集提案；征求意见；儿童产

品第 3方测试”补遗 2
2016-02-02

G/TBT/N/US-

A/658/Add.2
美国

“委员会信息征集活动；征集提案；征求意见；儿童产

品第 3方测试”补遗 2
2016-02-02

G/TBT/N/TP-

KM/225/Suppl.1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有机农业草案法案”补充 1 2016-02-02

G/TBT/N/TP-

KM/225/Add.1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有机农业草案法案”补遗 1 2016-02-02

G/TBT/N/BHR/430 巴林 白色硅酸盐水泥，GSO488:1994 2016-02-02

G/TBT/N/KOR/625 韩国 额外颁布和修订铁路车辆技术法规 2016-02-02

G/TBT/N/ARG/295/

Add.2
阿根廷 “标签检验制度”补遗 2 2016-02-02

G/TBT/N/US-

A/953/Add.1
美国

“国家有机计划（NOP）：关于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认可认证代理机构和认证业务最终指南公告”

补遗 1

2016-02-04

G/TBT/N/TP-

KM/227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巧克力标签管理法规草案 2016-02-04

G/TBT/N/JPN/515 日本 修订食品、食品添加剂规范与标准 2016-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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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BRA/605/

Add.1
巴西

“法令 No.407，2014年 8月 26日－卫生监督设备合

格评定程序”补遗 1
2016-02-05

G/TBT/N/BRA/575/

Add.1
巴西

“2014年 1月 17日的 Inmetro条例 No. 20：弹簧床

垫的技术要求提案”补遗 1
2016-02-05

G/TBT/N/BRA/401/

Rev.1/Add.1
巴西 “部颁法案No.408，2010年 10月 19日”修订 1补遗 1 2016-02-05

G/TBT/N/BRA/375/

Add.4
巴西 “2010年 5月 21日的部颁法案：N° 188”补遗 4 2016-02-05

G/TBT/N/CHL/344 智利
批准关于制定国家有机农产品认证制度的法案 No.

20.089的法规
2016-02-05

G/TBT/N/CHL/343 智利
关于制定国家有机农产品认证制度的法案 No.20.089

的技术标准
2016-02-05

G/TBT/N/CAN/475 加拿大 杂草种子法令 2016-02-05

G/TBT/N/CAN/476 加拿大 通报 No.SMSE002-16－公布 ICES-003 2016-02-05

G/TBT/N/CAN/477 加拿大 通报 No.SMSE003-16－公布 RSS-216 2016-02-05

G/TBT/N/CAN/478 加拿大 通报 No.SMSE004-16－公布 RSS-117 2016-02-05

G/TBT/N/EU/347 欧盟

欧盟委员会法规草案，修订关于检验程序使用的公差

的 法 规 (EC)No1275/2008、 (EC)No107/2009、 (EC)

No278/2009、 (EC)No640/2009、 (EC)No641/2009,

(EC)No642/2009、 (EC)No643/2009、 (EU)

No1015/2010、(EU)No1016/2010、 (EU)No327/2011、

(EU)No206/2012、 (EU)No547/2011、 (EU)

No932/2012、 (EU)No617/2013、 (EU)No666/2013、

(EU)No813/2013、(EU)No814/2013、(EU)No66/2014,

(EU)No548/2014、 (EU)No1253/2014、 (EU)

2015/1095、 (EU)2015/1185、 (EU)2015/1188, (EU)

2015/1189和(EU)2016/XXX[在官方公报公布之前插入

的空气加热 /冷却和冷却装置数量规定]

2016-02-04

G/TBT/N/BRA/646/

Add.1
巴西

“法令 No.422，2015年 8 月 27 日。制定了婴儿床 /

摇篮合格评定所需的安全技术要求”补遗 1
2016-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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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CAN/479 加拿大 通报 No.SMSE005-16－公布 DC-01 2016-02-05

G/TBT/N/CAN/480 加拿大 通报 No.SMSE005-16－公布 RSP-100 2016-02-05

G/TBT/N/BRA/647/

Add.1
巴西

“法令 No.508，2015年 10月 8日，批准弹簧床垫技

术要求和合格评定程序”补遗 1
2016-02-05

G/TBT/N/E-

CU/184/Add.3
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标准协会（INEN）技术法规 (RTE) No. 109

“燃气热水器安全和热效率””补遗 3
2016-02-09

G/TBT/N/E-

CU/275/Add.1
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标准协会技术法规草案(PRTEINEN)No.247

“无水箱即热式电热水器安全和能效要求””补遗 1
2016-02-09

G/TBT/N/CRI/155 哥斯达黎加

哥斯达黎加技术法规(RTCR)No.480:2015:塑料包装。

与食品接触的食品级回收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普罗

（rPET）包装

2016-02-09

G/TBT/N/MEX/293/

Add.2
墨西哥

“墨西哥官方标准 NOM-059-SSA1-2015“药品生产

管理规范””补遗 2
2016-02-09

G/TBT/N/MEX/294/

Add.2
墨西哥

“墨西哥官方标准 NOM-164-SSA1-2015“药品生产

管理规范””补遗 2
2016-02-09

G/TBT/N/ISR/854 以色列 SI1107－机动车儿童固定装置 2016-02-09

G/TBT/N/ISR/855 以色列
SI5697－移动式升降工作平台－设计计算－稳定性标

准－建造－安全－检查和测试
2016-02-09

G/TBT/N/ISR/856 以色列 SI299－黄金制品测试和标志 2016-02-09

G/TBT/N/ISR/857 以色列 SI1635-纺织地毯 2016-02-09

G/TBT/N/ISR/858 以色列 SI1339－不锈钢和耐热钢焊条 2016-02-09

G/TBT/N/ISR/859 以色列
SI60745 第 1 部分修订 2－手持式电动工具－安全：

通用要求
2016-02-09

G/TBT/N/ISR/860 以色列

SI60998第 2.3部分－家用和类似用途低压电路用连

接器件：作为单独分立件的带绝缘穿刺式夹紧装置的

连接器件特殊要求

2016-02-09

G/TBT/N/CAN/468/

Add.1
加拿大

“修订处方药清单（PDL）意向公告：埃索美拉唑”补

遗 1
2016-02-10

技术壁垒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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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CAN/469/

Add.1
加拿大 “修订处方药清单（PDL）意向公告：布洛芬”补遗 1 2016-02-10

G/TBT/N/IDN/103 印度尼西亚
通信与信息技术部关于长期演进技术电信设备技术要

求的法规 No.27/2015
2016-02-10

G/TBT/N/ISR/861 以色列
SI14036－儿童使用和儿童保育用品－婴儿吊椅－安

全要求和测试方法
2016-02-10

G/TBT/N/ISR/862 以色列 SI1505第 2部分－饮用水处理系统：反渗透系统 2016-02-10

G/TBT/N/EU/349 欧盟

欧盟委员会法规草案，修订欧盟委员会法规(EU)No.

432/2012制定除涉及减少疾病危险及儿童发育和健康

的健康声明之外允许在食品上做出的健康声明列表

2016-02-11

G/TBT/N/EU/350 欧盟

欧盟委员会法规草案，通过增加关于紧急卫生响应统

一信息的附录修订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法规 (EC)

No1272/2008关于物质和混合物的分类、标签和包

2016-02-11

G/TBT/N/EU/351 欧盟
欧盟委员会法规草案，关于拒绝批准涉及儿童发育与

健康的食品健康声明
2016-02-12

G/TBT/N/EU/352 欧盟
欧盟委员会法规草案，关于批准涉及儿童发育与健康

的食品健康声明
2016-02-12

G/TBT/N/EU/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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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和 V
2016-02-12

G/TBT/N/USA/1068 美国 用户界面可访问性和视频程序向导与菜单 2016-02-12

G/TBT/N/USA/1069 美国 预制房屋程序和实施细则；修订旅行车免除 2016-02-12

G/TBT/N/USA/1070 美国 平流层臭氧保护：修订进出口报告和记录保留规定 2016-02-12

G/TBT/N/EGY/116 埃及
部 颁 法 令 No.692/2015 要 求 实 施 埃 及 标 准

ES7799/2014
2016-02-12

G/TBT/N/CAN/458/

Add.1
加拿大

“健康选择法案 2015－法案 45一揽表 2－安大略省禁

烟法修订案”补遗 1
2016-02-12

G/TBT/N/EGY/117 埃及
部颁法令 No.692/2015 要求实施埃及标准 ES7800/

2015
2016-02-15

G/TBT/N/EGY/118 埃及
部颁法令 No.692/2015 要求实施埃及标准 ES7824/

2015
2016-02-15

技术壁垒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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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EGY/119 埃及
部 颁 法 令 No.692/2015 要 求 实 施 埃 及 标 准

ES7824/2014
2016-02-15

G/TBT/N/EGY/120 埃及
部 颁 法 令 No.692/2015 要 求 实 施 埃 及 标 准

ES7925/2015
2016-02-15

G/TBT/N/EGY/121 埃及
部 颁 法 令 No.692/2015 要 求 实 施 埃 及 标 准

ES7926/2015
2016-02-15

G/TBT/N/EGY/122 埃及
部 颁 法 令 No.692/2015 要 求 实 施 埃 及 标 准

ES7927/2015
2016-02-15

G/TBT/N/EGY/123 埃及
部 颁 法 令 No.692/2015 要 求 实 施 埃 及 标 准

ES7928/2015
2016-02-15

G/TBT/N/EGY/124 埃及
部 颁 法 令 No.692/2015 要 求 实 施 埃 及 标 准

ES7929/2015
2016-02-15

G/TBT/N/EGY/125 埃及
部 颁 法 令 No.692/2015 要 求 实 施 埃 及 标 准

ES7941/2015
2016-02-15

G/TBT/N/EGY/126 埃及
部 颁 法 令 No.692/2015 要 求 实 施 埃 及 标 准

ES7942/2015
2016-02-15

G/TBT/N/EGY/127 埃及
部 颁 法 令 No.692/2015 要 求 实 施 埃 及 标 准

ES7943/2015
2016-02-15

G/TBT/N/EGY/128 埃及
部 颁 法 令 No.692/2015 要 求 实 施 埃 及 标 准

ES7944/2015
2016-02-15

G/TBT/N/EGY/129 埃及
部 颁 法 令 No.692/2015 要 求 实 施 埃 及 标 准

ES7945/2015
2016-02-15

G/TBT/N/EGY/130 埃及
部 颁 法 令 No.692/2015 要 求 实 施 埃 及 标 准

ES7946/2015
2016-02-15

G/TBT/N/US-

A/884/Add.1
美国 “某些化学物质重要新用途规则”补遗 1 2016-02-15

G/TBT/N/KOR/627 韩国 药品安全法规 2016-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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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评议

对瑞士关于 G/TBT/N/CHE/201号

通报的评议意见

1、背景情况：
为提高玩具安全性，防止儿童事故，

瑞士联邦食品安全与兽医办公室发布

G/TBT/N/CHE/201号通报。G/TBT/N/CHE/

201拟修改瑞士关于玩具安全的技术要求，

等同采用欧盟玩具指令 2009/48/EC及其协

调标准，具体修改内容有：1）于 2015年

开始采用 2009/48/EC指令附录 2中关于化

学品限量要求，修改瑞士原标准中关于镍

（对包含镍的导电玩具零件附加免除）、铅

(新的迁移测试下限)、多环芳烃(重量限制)、

TCEP、TCPP 和 TDCP（限制）、双酚 A(迁

移限制)等化学品限量要求；2）更新玩具预

设合格技术标准，于 2015 年开始采用

2009/48/EC 指令附录 4 的协调标准 （EN

71、EN 71-13: 嗅觉板游戏、化妆品用具

和味觉游戏；EN 71-14:家庭用蹦床）；3）

修改某些术语和定义，从 2016年开始适用

（包括进口商、生产商和经销商）。

自 2013年我国与瑞士签订贸易协议以

来，我国对瑞士的玩具出口额呈急速增长

态势，瑞士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玩具出口市

场，但铅超标已成为我国玩具出口的拦路

虎，且瑞士此次采用比欧盟更严苛的技术

标准，无疑对我国玩具产品出口瑞士市场

构起了更高的“门槛”，势必对我国玩具出

口瑞士造成影响。从长远看，瑞士在市场

准入要求上紧跟欧盟，未来必将会不断提

升玩具产品安全要求，我国玩具产品出口

瑞士形势将更加严峻。

2、评议意见：
WTO/TBT协定第 2.4款规定“当需要

制定技术法规并且己有相应国际标准或者

其相应部分即将发布时，成员须使用这些

国际标准或其相应部分作为制定本国技术

法规的基础，除非这些国际标准或其相应

部分对实现其正当目标无效或不适用，例

如由于基本的气候或地理因素或基本的技

术问题等原因”；WTO/TBT 协定第 2.7 款

通报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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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只要其他成员的技术法规能够充分

实现与本国法规相同的目标，即使这些法

规与本国法规不同，成员也须积极考虑等

效采用这些技术法规”。根据瑞士提供的与

本法规有关的以下三个网站：

https://members.wto.org/crnattach-

ments/2015/TBT/CHE/15_3115_00_f.pdf

https: //members.wto.org/crnattach-

ments/2015/TBT/CHE/15_3115_01_f.pdf

https://members.wto.org/crnattach-

ments/2015/TBT/CHE/15_3115_00_x1.pdf，

发现该通报中对玩具铅含量的限量比欧盟

玩具安全新指令 2009/48/EC中对铅含量的

限量更低，列表比对如下：

通报评议

国家或地区

材料类别

1、干燥、粉末状或柔软的

玩具材料（mg/kg）

2、液态或粘稠的玩具材料

（mg/kg）

3、玩具表面刮出物

（mg/kg）

瑞士 2.0 0.5 23

欧盟 13.5 3.4 160

以上情况不符合WTO/TBT协定中 2.4

条和 2.7条的要求。

3、结论与要求：
瑞士 G/TBT/N/CHE/201号通报中对玩

具铅含量制定比欧盟玩具安全新指令

2009/48/EC 更 低 的 限 量 规 定 不 符 合

WTO/TBT 协定中 2.4 条和 2.7 条的要求。

建议瑞士方采用欧盟玩具安全新指令

2009/48/EC的相关技术要求或给出此做法

的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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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 2015年 12月

１６日在此间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十届

部长级会议发言中呼吁，各成员应坚持多

边贸易体制，实现多哈回合发展授权。

高虎城表示，作为当今唯一规范全球

贸易的国际组织，世贸组织在解决发展问

题上不能缺席。任何谈判都会遇到困难，

多边贸易体制和多哈回合的历史就是一部

不断解决困难的历史。“面对困难轻言放

弃，不仅是短视和不负责任的行为，更是

多边贸易体制的严重倒退”。

高虎城认为，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

的最大挑战是贸易保护主义和区域贸易协

定泛滥。贸易体制可以进行多种探索，但

最终还是要回归多边，只有多边贸易体制

才能保证规则的一致性，形成最大贸易增

量。

高虎城表示，多边贸易体制是历史选

择，其解决全球贸易主渠道的地位没有变。

他说，世贸组织成立２０年来，共吸收了

３４个新成员，成员平均实施关税税率降

低了 １５％，覆盖了全球 ９８％的贸易

额，受理了５００多起争端案件，多边贸

易体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高虎城说，多哈回合是发展回合。发

展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任务，是世界各国的

主要关切，是解决当前全球问题的关键所

在，也是世贸组织的核心目标。多哈回合

启动１４年来，虽历经风雨，但也取得了

《贸易便利化协定》等诸多成果。正在进行

的《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谈判涉及上万亿

美元的贸易额，一旦达成并实施将对贸易

和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

他说，推进多哈回合谈判，要秉持

“责任”“互信”“包容”的理念，正视各

个成员发展水平、贡献能力和重点关切的

差异，以已经达成的共识为基础，探索性

开展新议题的讨论，实现体制包容、参与

包容、利益包容和规则包容，争取尽可能

多的成果。

高虎城呼吁，谈判各方应显示更多政

治意愿和谈判灵活性，将各自在区域和自

主开放中的承诺分享到多边主要成员，特

别是发达成员应勇于担当、多做贡献。

本次部长级会议 12 月 １５ 日开幕，

为期４天，将就最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

农业谈判中的出口竞争以及多哈核心议题

后续谈判框架等内容展开磋商，同时会议

还将对利比里亚、阿富汗两个最不发达国

家加入世贸组织作出决定。

最新资讯

中国呼吁坚持多边贸易体制 实现多哈回合发展授权

最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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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

TPP和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及中国的对策

摘要院 本文运用 CGE 模型袁 对 TPP
和 FTAAP对 APEC成员尧 特别是中美日韩
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遥 结果显示袁 不
包含中韩的 TPP将使两国经济受到冲击袁
而加入 FTAAP 将为两国带来较显著的收

益曰 已加入 TPP谈判的成员将获益于 TPP袁
但在 FTAAP 下的总收益更高遥 中国加入
TPP将在使自身获益的同时袁 促进美日两
国的收益遥 产业层面袁 加入 TPP或 FTAAP
将使中国农产品尧 纺织服装和电子行业的
产出和贸易实现增长袁 汽车业将受冲击遥
美国几乎全部行业的产出和进出口将因

TPP和 FTAAP而增加遥 日本农业部门多数
将受到冲击袁 纺织和汽车部门受益袁 电子
和其他运输设备在中韩参与的情形下将受

冲击袁 而韩国的重要行业在 FTAAP方案下
才能获益遥 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决定其近
期会重点推进 TPP袁 中国在主张循序渐进
推进 FTAAP的同时袁 更现实的策略是深化
东亚经济合作袁 并谋求构建以中国为核心
的亚太 野轮轴-辐条冶 型 FTA网络遥

关键词院 TPP曰 FTAAP曰 CGE曰 经济
效应曰 中国对策

一、引言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各种双边

贸易协定或自由贸易协定在亚太地区迅速

涌现，长期致力于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的中

国也在 2000 年以后开始构建自己的

RTAs/FTAs 网络。在中国和东盟等的推动

下，东亚形成了以东盟、三个“10＋1”和

“10＋3”甚至“10+6”为支撑的合作框架，

许多东亚成员又加速同区域内外成员创建

了多个双边 FTA 或 RTA，使得众多次区域

和双边 FTA 在亚太地区交织，“意大利面

碗”特征十分明显。但上述区域经济一体

化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将美国排除在外的。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急需一个由其主导的

区域合作机制来维护其在亚太的经济和政

治利益（陆建人，2011），APEC一度成为

其实施亚太战略的首选对象。2004 年，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提出从

渊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袁 天津 300071冤

彭支伟袁 张伯伟

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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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开始建立包括 APEC21个成员的亚

太自由贸易区 （FTAAP） 的倡议。但

FTAAP与 APEC的非约束性原则背离，成

员间分歧很大，该倡议在提出之初并未得

到实质性推动。由于感受到中国崛起所引

发的“东亚竞争性区域主义”的连锁效应

（Zhang，2009），美国从 2006 年开始推动

FTAAP。为将各种亚太 FTA/RTA 的影响降

至最低，美国力主将 FTAAP建成一个全新

和高标准的 FTA，但未得到 APEC 成员的

一致认同。根据 APEC 的茂物目标，2010

年是 APEC 发达成员实现贸易投资完全自

由化的最终期限。从实际情况来看，包括

美国在内的发达成员离实现这一目标的要

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在美国国内,敏感行业

利益集团的贸易保护势力在国会中仍然强

大，美国国会不大可能冒着巨额贸易赤字

进一步加大的风险批准 FTAAP （盛斌，

2007）。鉴于上述原因，FTAAP 谈判目前

还没有具体的时间表。在这种背景下，美

国发现，由新加坡、新西兰、智利和文莱

四国于 2005年在 APEC框架内签署的“跨

太 平 洋 战 略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

（ Trans-Pacific StrategicEconomic Part-

nership Agreement，P4）能很好地符合其

“高质量”FTA 的标准。2008 年，美国高

调宣布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谈判，并于 2009年 11月提出扩大计划，

将其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Agreement，

TPP）”。澳大利亚和秘鲁于 2009 年、马来

西亚和越南于 2010年、墨西哥和加拿大于

2012年先后获准加入 TPP谈判，日本也在

积极谋求加入。美国高调宣布加入 TPP 的

一个重要动机是为成立更大的“美式

FTAAP”打下基础。而 TPP 与亚太地区现

有的经贸合作机制存在很大的重叠，这也

意味着 TPP 的建立将对上述贸易机制甚至

是 APEC 机制具有极大的替代性。因而，

如果 TPP 能够不断扩大，美国就可以通过

主导 TPP来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刘

晨阳，2010）。但由于在如何处理 TPP 成

员间原有的自由贸易协定与 TPP 的关系等

方面面临多重困难，各国对推进自由化的

方式也存在分歧，TPP谈判进展并不顺利。

此外，美国独家主导 TPP 谈判、并将其作

为通往 FTAAP 唯一路径的意图在 2010 年

的横滨 APEC 峰会上遭到否定，中国国家

主席胡锦涛在 2012 年 9 月的 APEC 第 20

次领导人峰会上，提出循序渐进地推进

FTAAP 建设的主张。无论是 TPP 还是

FTAAP，其推进在短期内均面临困难，而

二者各自的推进潜力、以及如何处理二者

之间的关系，主要取决于亚太大国之间的

博弈。尽管各国关于 TPP或 FTAAP以及其

他区域贸易方案的博弈是经济政治利益、

甚至地缘战略等多重因素驱使的结果，但

经济利益构成这种博弈的基础。本文基于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CGE），对 TPP 和

FTAAP 可能造成的经济效应进行评估，并

对各种方案的前景进行展望。

二、文献评述和模型设定

对 TPP 或 FTAAP 可能带来的经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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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已有许多学者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

（CGE） 模型进行过量化研究，比如万璐

（2011）、Claude （2011）等对已经加入谈

判的 TPP成员可能受到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Areerat 等 （2012） 考虑了 TPP 的扩张趋

势，对中国、日本和韩国加入 TPP情形下

的 经 济 效 应 进 行 了 评 估 。 Kawasaki

（2010）等则较早对 FTAAP的经济效应进

行了评估。但目前关于 TPP和 FTAAP经济

效应的对比量化研究还比较少。此外，已

有的 CGE模拟的一个重要局限是使用了较

早的投入产出矩阵。考虑到近年来亚太各

国经济规模与结构、贸易自由化程度以及

全球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巨大改变，上述基

于较早数据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未必能准确

地反映当前推进 TPP或 FTAAP所能带来的

影响。

本文采用多国多部门可计算一般均衡

模型，假定规模收益不变、市场完全竞争，

不同国家的产品存在差异 （阿明顿假定，

Armington，1969），资本可跨国流动；生

产函数为 CES形式，生产要素与中间投入

之间不可替代；私人消费需求由 CDE

（constant difference of elasticity） 支出函

数决定；政府支出对各国最终产品的需求

份额固定。各国经济被划分为 20个可贸易

品部门以及一个服务业部门（划分结果见

下文报告）。本文使用的各国社会收支矩阵

和弹性参数来自 GTAP （GlobalTrade

Analysis Project）数据库第 8 版（V8，基

期为 2007 年）。各国关税数据来自 WTO

关税数据库。根据模拟结果得到的各项指

标变动，利用各国 2009年的宏观数据为基

数进行比率折算。我们将 TPP 设定为 12

国（TPP12，为到 2012 年 6 月 21 为止已

加入 TPP 谈判的 11 国，另外包括正在积

极谋求加入的日本） 和中国加入的 13 国

（TPP13）两种情形，FTAAP包括 APEC 的

19个成员。各种情景中，成员国相互间消

除全部关税。

三、模拟结果

（一）不同 FTA方案的宏观经济效应

在宏观层面，我们对三种方案下，所

有 APEC 成员的实际 GDP、福利④、进出

口、贸易条件和贸易平衡的变动结果进行

分析（结果见表 1至表 3）。将本文结果与

Kawasaki （2010） 基于 GTAP V7 （基年

为 2004年）数据的模拟结果对比，可以发

现，对于多数 APEC 成员国而言，在当前

基础上推进 FTAAP，进出口与 GDP的增长

潜力均将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如上文所述，

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各国经济规模与结构、

贸易自由化程度以及全球经济环境等方面

的改变。综合表 1 至表 3 的结果可知，在

TPP12 情形下，由于受到对非成员歧视待

遇的影响，中国的 GDP、福利和进出口将

受到冲击，其中进口下降的幅度超过出口，

导致贸易盈余，但贸易条件趋于恶化。如

果中国加入 TPP，情况将会逆转：GDP、

福利和进出口将会因一个高度便利化的区

域自由贸易环境而获得显著增长，其中进

口增长速度将超过出口，贸易收支呈现逆

差，贸易条件的恶化幅度也降低⑤。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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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更大范围的 FTAAP 取代 TPP，中国的

GDP、福利和进出口增长幅度将进一步提

高，贸易逆差也扩大，但贸易条件的恶化

程度超过 TPP12 情形。对美国而言，

TPP12将促进其 GDP和进出口（特别是出

口）增长，贸易条件得以改善。但由于美

国存在巨大的商品贸易逆差，尽管 TPP 对

其出口的促进程度超过进口，其贸易收支

仍将出现逆差。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

通过 TPP 获得的福利在所有 APEC 成员当

中是最高的。而一旦中国加入 TPP，美国

除贸易逆差稍微扩大以外，其他宏观经济

指标将获得更大程度的促进，表明中国加

入 TPP总体上将使美国获益。以 FTAAP取

代 TPP13，美国的 GDP和福利增长、以及

贸易条件改善的程度将有所下降，但进出

口增长、特别是出口增长幅度进一步增大，

使美国获得贸易顺差。而与 TPP12 相比，

FTAAP情形下美国 GDP和福利的增长仍然

较高。这一结果表明，当前美国将亚太经

济一体化的重点由 FTAAP转向一个未必有

中国参与的 TPP，并非出于单纯的经济动

机。日本在加入 TPP 以后，其 GDP、福

利、进出口、贸易收支和贸易条件均将获

得改善，而中国加入 TPP 将极大地改善日

本各项宏观经济指标。这一结果是日本经

济对中国存在较高依存度的体现。而在

FTAAP 方案下，除贸易条件的改善程度比

TPP13 情形稍有下降以外，其他各项指标

将获得更为显著的增长。目前日本国内反

对加入 TPP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对美国主导

TPP 将削弱日本经济政策自主性的顾虑。

在这个意义上，加入一个范围更大的

FTAAP对日本而言可能是更优的选择。韩

国近期并未积极谋求加入 TPP，而是致力

于推进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双边 FTA谈判。

在不包括韩国的两种 TPP 方案下，韩国的

GDP、福利、进出口和贸易条件均将恶化，

由于进口下降幅度超过出口，韩国贸易收

支将出现顺差。而假如中国加入 TPP，韩

国受到的冲击将更为明显。在 FTAAP 情形

下，韩国的情况将出现反转。得益于

FTAAP提供的巨大市场，韩国的实际 GDP

增长潜力高达 4.75%，福利

达到 318亿美元，超过中国 （252 亿

美元）。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均将因

TPP 或 FTAPP而获益，且在涵盖较多成员

的方案下，三国 GDP、进出口、贸易条件

和福利等指标的改善更为明显。这一结果

可以部分地解释澳大利亚在 TPP 谈判中坚

持在原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推进贸易

自由化，而不愿承担美国提出的通过达成

一个全新自由贸易协定取代原有协定的主

张带来的风险。马来西亚和越南在 TPP 和

FTAAP 方案下，GDP、福利和进出口的变

动与上述三国类似，但在 TPP12和 FTAAP

方案下，马来西亚的贸易条件将趋于恶化，

只有在中国加入 TPP 的情形下（TPP13），

其贸易条件才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马来西亚和中国经济结构方面的互补性。

越南的贸易条件在两种 TPP方案下均得到

改善，但在 FTAAP方案下恶化。对新加入

TPP 谈判的加拿大和墨西哥而言，其宏观

经济均将受益于上述三种 FTA 方案，且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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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看，中国是否加入 TPP、以及是否用

FTAAP 取代 TPP，两国所受的影响不大。

这主要归因于两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中的边陲地位。但从贸易条件的

变化看，两国在 TPP12情形下改善得最多，

中国加入 TPP，或用 FTAAP 取代 TPP，均

会部分抵消两国贸易条件的改善。智利的

情形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相似，

在范围较大的 FTA 方案中获得的总体利益

较多，但对秘鲁而言，TPP13方案是最佳

的。作为非 TPP 谈判成员的经济体，印度

尼西亚、菲律宾、泰国、中国台湾、中国

香港等东亚经济体均将受到来自 TPP 的冲

击。而一旦中国加入 TPP，上述经济体各

类指标受到的冲击将进一步加剧，但在

FTAAP 方案下，上述指标均将获得改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 FTAAP 方案下，上

述非 TPP 成员的贸易条件无一例外地获得

改善。对同样是非 TPP 谈判成员的俄罗斯

而言，两种 TPP 方案的影响很小，但

FTAAP将为俄罗斯的带来较为显著的宏观

经济收益。

（二）不同 FTA方案对部分经济体产业

层面的影响

在产业层面，我们运用产出、出口和

进口三个指标的变动分析上述两种 TPP 方

案和 FTAAP 对各国产业的影响。限于篇

幅，仅挑选中国、美国、日本和韩国四国

进行详细分析，模拟结果见表 4至表 7，其

他国家 /地区的模拟结果备索。

TPP12 情形下，中国多数农产品的产

量和进出口下降⑥，其中动物产品的出口

下降幅度超过 20%；而加入 TPP 或者

FTAAP的情形下，中国多数农产品产量和

进出口增加，其中动物产品的进出口增幅

超过 30%，谷物进口增幅也在 30%以上。

可见农产品贸易在中国加入 TPP 或者

FTAAP的情况下具备较大的增长潜力。纺

织品和服装在当前中国的出口结构中占有

较为重要的地位。在 TPP12 情形下，中国

上述两个行业的产量和进出口均下降，但

若中国加入 TPP或 FTAAP，上述两个行业

的产出将获得较大的增长，进出口 （尤其

是纺织品的进口）增长幅度更大。对汽车

产业而言，在三种方案下，中国产出均将

受到冲击，而进出口（特别是进口）将实

现增长。在不加入 TPP 的情形下，其他运

输设备（主要是造船业）产出下降，但在

加入 TPP或者 FTAAP以后，该行业的产出

和进出口均将实现较大增长。电子产品是

中国出口的支柱行业。在不加入 TPP 的情

况下，来自 TPP 的冲击反而导致中国电子

产品产出的增长，而在加入 TPP 或者

FTAAP以后，电子产品产量增长率将分别

升至 3.68%和 7.25%，进出口的增长幅度

更大。考虑到中国电子产品巨大的产量和

贸易额，上述增长率带来的增长效应实际

上是非常显著的。机械设备是中国出口的

另一个支柱产业，加入 TPP或者 FTAAP将

导致中国机械产品产量下降，进出口则将

实现增长。总体而言，中国几乎所有产业

的产出和进出口在范围更大的 FTAAP下的

变动率显著超过 TPP13的情形。对于美国

而言，TPP和 FTAAP的建立将使其几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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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行业的产出和进出口额增加。总体来看，

农业部门、木材和纸制品、纺织品及服装

行业的进出口、以及皮鞋行业的出口增幅

最为明显。例外情况仅有：TPP13 或者在

FTAAP 情形下，木材和纸制品产量将出现

微幅下滑，同时服装产量也将下降；在

FTAAP 情形下，纺织品产量也下降；中国

不加入 TPP时，美国除汽车以外的其他运

输设备产量也将出现小幅下降，但中国加

入以后，美国汽车产量转为增长。结合中

国加入 TPP或 FTAAP以后国内汽车产量下

降的结果，可以认为，中国的加入为美国

汽车行业提供了较大的市场拓展空间。另

一个例外变动结果是，在两种 TPP安排下，

美国的服务出口将下降。日本的农业产量

（特别是动物产品）将受到 TPP 或 FTAAP

的冲击，动物产品进口大幅增长，但动物

产品的出口增长率也较高，其他农产品的

出口也将实现增长，但这种增长率实现的

重要原因是目前日本的农产品出口额较少

低，其增长的绝对额有限。TPP12 将促使

日本纺织品产出和出口实现增长，而中国

加入 TPP（TPP13）将为日本纺织行业提供

巨大的出口市场，促使其产量和出口增长

率大幅提高。而如果更大范围的 FTAAP成

立，由于来自其他国家（韩国、墨西哥和

加拿大）的竞争，日本纺织品产出和出口

增幅将回落。服装业的情形则与纺织品行

业存在明显差异：中韩等国的加入将对日

本服装业产出构成冲击，但与此同时，日

本服装业进出口也因 TPP或 FTAAP的建立

而获得较为明显的增长。这种产出与进出

口变动的明显反差意味着，日本服装业在

同中国、韩国和墨西哥等国之间存在竞争

的同时，也已经形成了较为紧密的互补性

分工。日本的皮革、化工、钢铁、金属制

品等行业的产出和进出口也均将受到上述

三种 FTA 的促进。作为日本出口支柱产业

之一的汽车行业也将受益于上述 FTA安排，

但中国加入 TPP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日本

汽车产出和出口的增长，表明中国在汽车

生产的某些环节已经形成了对日本队的优

势（尽管这些优势可能是基于生产成本的

垂直专业化优势）。日本其他运输设备行业

的竞争优势正在被中韩两国削弱，表现为

其产出和进出口容易遭受来自中韩两国的

冲击。电子是日本的另一个重要的出口行

业。在中国不加入 TPP 的情形下，日本电

子行业将实现产出和进出口增长，但如果

中国加入 TPP，日本电子品产出和出口增

长率将显著下降，进口则明显增加；而在

FTAAP 情形下，日本的电子行业产出和出

口将出现负增长，这种恶化趋势主要是来

自韩国的竞争所致。日本机械设备行业在

上述三种 FTA安排下的竞争力相对于其电

子行业而言要更为强劲。农业在韩国也是

保护程度较高的部门，因而两种 TPP 安排

对韩国农业部门的总体影响较小。在

FTAAP 情形下，也即韩国同亚太成员相互

开放农产品市场以后，韩国除加工食品以

外的其他农产品部门的产出将受到较为严

重的冲击，但进出口（特别是出口）也将

实现大幅度增长。TPP 将使韩国的纺织品

和服装行业受到冲击，中国加入 TPP 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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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这种冲击。但在 FTAAP情形下，韩国的

纺织品和服装产出和进出口均将实现大幅

度增长。TPP 将迫使韩国汽车产出和进出

口下降，美国和日本在对应 FTA 方案下的

情形正好相反，表明没有纳入韩国的 TPP

将使韩国的汽车工业受到冲击，而另外两

个主要汽车生产国（美国和日本）则可获

益。但在 FTAAP情形下，韩国汽车的产出

和进出口均转为增长，表明在相同的区域

市场准入条件下，韩国的汽车工业相对于

美国和日本而言具备一定竞争力。在中韩

两国均不加入 TPP （TPP12） 的情形下，

韩国机械设备产量和出口增加、进口减少；

中国加入 TPP以后，TPP 对韩国机械设备

行业的排斥效应增强，致使韩国该行业产

出和进出口均下降，而只有在 FTAAP情形

下，韩国机械设备的产出和进出口才恢复

增长。电子行业的情况与机械设备行业类

似，但相对而言，电子行业受到来自中国

的冲击较小，在 FTAAP 情形下的增长潜力

较大。以上结果表明，韩国的电子和机械

设备行业同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甚为紧

密，这种关系实质上是发达的东亚机电产

品垂直专业化分工网络内的竞争与互补并

存的关系。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模拟结果表明，一个不包含中

国的 TPP 将使中国经济受到冲击，而在加

入 TPP或 FTAAP后，中国将获得较为显著

的宏观经济收益，而且自由贸易协定的范

围越大，总体收益越显著，但贸易条件将

因竞争的加剧而恶化。在行业层面，作为

中国支柱产业的电子行业受益显著，机械

行业则将受到一定冲击。对于美国而言，

TPP或 FTAAP将为其带来巨大的福利，中

国的加入总体上将显著促进美国的利得。

TPP和 FTAAP使得美国几乎所有行业的产

出和进出口额增加，但其具有全球比较优

势的服务行业则只有在 FTAAP 情形下才能

获益。日本加入 TPP 也将获得可观的经济

收益，与美国一样，中国的加入也将使得

日本的收益显著增长。但在行业层面，高

度保护的日本农业将受到较为显著的冲击，

在有中国和韩国加入的方案下，日本具备

比较优势的汽车、其他运输工具、电子和

机械产业将受到来自中国和韩国不同程度

的冲击。韩国在不加入 TPP 的情况下，其

经济将受到 TPP 较为强烈的冲击，但包含

韩国的 FTAAP则将使韩国获益，其中福利

效应尤为显著。与日本类似，韩国的农业

在自由竞争环境中将受到明显冲击。已经

加入 TPP谈判的其他成员也将获益于 TPP，

但在 FTAAP方案下总体收益更高。

上述结论表明，一个范围不断扩大的

高质量 TPP或涵盖整个亚太的 FTAAP将为

所有成员带来积极的整体经济效应，这实

际上意味着，较大范围的亚太地区贸易集

团可以阻止各类 RTAs/FTAs在该地区的扩

散和蔓延，“意大利面条效应”带来的差

别歧视效应将得到有效的控制。特别是涵

盖所有 APEC成员的 FTAAP则可以改变成

员国之间在贸易优惠上的自愿性和不具约

束力的现状，并节约谈判资源。但 TPP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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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

FTAAP 的推进主要取决于亚太大国之间的

博弈。中国对 RTAs /FTAs一向奉行实用主

义原则，对每个 RTAs/FTAs 不遵循相同的

模式，并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而目

前 TPP 强调的知识产权保护、特殊行业的

自由化、环境和劳工标准等要求对于中国

而言显得过于苛刻。因而虽然加入 TPP 可

使中国获得经济上的收益，但中国近期谋

求加入 TPP 的可能性不大，而美国则会将

重点放在推进 TPP 的谈判和扩张上，一方

面为其主导的远期“美式 FTAPP”打造基

础，另一方面试图架空东亚的“10+3”、

“10+6”合作机制，最大限度地抵消中国在

亚太、特别是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

日本则会通过争取加入 TPP、同时强化同

美日同盟来牵制中国。面对美国的“攻

势”，中国可以利用 TPP 谈判成员以及

APEC成员同美国的分歧，一方面循序渐进

地推进 FTAAP，另一方面扩大和深化东亚

经济合作，并加紧推进同亚太经贸伙伴的

双边 FTA 建设，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轮

轴 -辐条（Huband Spokes）”形 FTA网络

来抵消 TPP 的冲击。事实上，随着中国日

益融入全球分工网络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力的提升，TPP成员在通过 TPP 获取经济

收益的同时，也能通过与中国签订双边

FTA 强化这种收益，因而上述构想具备经

济上的可行性。此外，与同较多成员集体

进行高质量的 FTA谈判相比，以务实的目

标推进双边 FTA 谈判有利于避免“集体行

动”困境，谈判成本可能更低。因而，无

论是出于追求“轮轴 -辐条”形 FTA网络

中的核心国利益，还是出于强化亚太经济

合作主动权的考虑，中国均应加紧推进同

亚太经贸伙伴的双边 FTA建设。

(来源于院 叶国际贸易问题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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