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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简报

国家标准委关于印发《2016年全

国标准化工作要点》的通知

2016 年 2月 15 日，中国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印发《2016年全国标准化工作

要点》的通知，要点要求全面贯彻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及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改

革创新、协同推进、科学管理、服务发展

基本要求，推进标准体系结构性改革，实

施“标准化 +”战略行动，加快标准国际

化进程，夯实标准化发展基础，全面加强

自身建设，努力实现“十三五”标准化事

业改革发展的良好开局。

2016年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推进

标准体系结构性改革；二、实施“标准化

+”战略行动；三、加快标准国际化进程；

四、夯实标准化发展基础。

质检总局发布《关于公布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修订单的公告》

此次发布的修订单贯彻落实《中华人

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

施办法》 （质检总局令第 156号）、《质检

总局关于深化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改

革的意见》 （国质检监[2015]364号）等文

件要求，删除人造板等 60类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实施细则中的委托加工备案程序及

有关内容；取消人造板等 60类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实施细则实地核查办法中关于安

全生产、劳动防护的条款。

此次实施细则修订单，在贯彻落实生

产许可证改革措施的基础上，针对钢丝绳、

铅酸蓄电池、预应力混凝土枕、港口装卸

机械、水文仪器、岩土工程仪器、防伪标

识、防伪材料、防伪票证、危险化学品

（压缩、液化气体） 10个产品生产许可证实

施细则部分具体要求进行了修订。特别是，

危险化学品（压缩、液化气体）产品实施

细则中无人值守现场供气模式生产的产品

将不再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预应力混凝

土枕产品实施细则取消产品品种和规格型

号，CRTSII 型轨道板更新为 CRTSIII 型轨

道板；钢丝绳产品实施细则取消了生产重

要用途钢丝绳、密封钢丝绳等 5个品种的

企业必须具备完整工序的要求；铅酸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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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产品实施细则增加镉含量的检验标准

《铅 酸 蓄 电 池 中 铬 元 素 测 定 方 法》

（JB/T11236/2011）和“镉含量”许可证检

验项目。

国家标准委举办团体标准试点工

作座谈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

改革方案》，国家标准委于 3月 18日在京

召开团体标准试点工作座谈会，解读 《关

于培育和发展团体标准的指导意见》文件

和 《团体标准化第 1 部分良好行为指南》

国家标准，演示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

交流团体标准试点经验，国家标准委副主

任殷明汉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培育发展团体标准，是发

挥市场在标准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加快构建国家新型标准体系的重要举措，

也是增加标准有效供给，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重要手段。

会议要求，各试点单位继续大力推进

团体标准试点工作。一要加强满足市场竞

争和创新发展需求的团体标准研制，并注

重对标准实施情况和效果的跟踪评估，形

成完善的团体标准全生命周期管理，充分

发挥团体标准实效；二要加大团体标准化

工作机制建设力度，继续完善相关管理办

法和工作程序，建立团体标准化工作的管

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三要积极参加团体标

准评价监督机制和基本信息公开制度的建

设工作，推动第三方评估、社会公众监督

和政府事中事后监督相结合的评价监督机

制的建立；四要及时总结提炼开展团体标

准试点工作的经验和成效。

国家标准委委内各部室、中国科协、

中国标准化院和 39家团体标准试点单位的

有关同志参加了会议。会上，各试点单位

交流了开展团体标准试点的工作经验和成

效，并提出工作建议。与会人员纷纷表示，

这次座谈会是一次承前启后的会议，召开

的很及时也很有必要，有利于试点单位明

确政策走向、吸收先进经验，对今后团体

标准工作的开展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ISO发布“绿色标签”的标准修

订

“每人为环境贡献一点力量”已经成为

许多消费者的一种想法，他们对他们所购

买的产品的环境影响很关注。环境声明，

符号或图形在产品或包装标签上的激增以

及考虑到产品生命周期的所有相关方面，

有必要制定环境标签标准。

为了帮助人们在混乱的标签中找到方

法，ISO 的新版本，环境标志和声明—自

申报环境要求（ll型环境标志），刚刚公布，

处理公司为他们的产品自愿提出的环保要

求。虽然经常在他们的产品或包装上发现

自我声明，但他们又在广告，互联网或贸

易报告上提出包装上的要求和环境声明。

对想要对环境有冲突的产品进行最有

效沟通的制造商和企业来说，标准是一个

关键的工具。它提供了一个遵循标准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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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要求的清单，然后对环境要求中常用的

术语进行了定义，给出了他们的使用条件。

并介绍了一般的评价和自我声明的环境要

求的验证方法。

“ISO 14021:2016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

件，它为任何想让环境要求提供指导，但

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承担通过第三方项目的

成本的企业提供指导。”在 ISO/TC 207 /

SC 3小组委员会中负责开发标准的专家珍

妮希拉德解释说，“这一规定特别适用于

希望出口他们的货物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小

企业和公司，。”国际标准 14021不要求环

保要求。相反，它专注于如何最好地作出

对消费者有意义的和有用的声明。

这一国际标准的目标是由专家、消费

者团体和环境非政府组织参与制定的，是

协调使用自我声明的环境要求，有以下预

期的好处：

不误导的准确和可核查的环境要求；

增加市场的潜在力量，刺激生产，改

善工艺和产品的环境；

防止或减少不必要的索赔；

减少市场混乱；

促进国际贸易；

为购买者、潜在购买者和产品使用者

做出理性选择提供更多机会。

ISO 14021:2016 取代 1999 版，是由

技术委员会 ISO / TC 207，开发环境管理委

员会 SC 3、环境标志标准共同制定的。其

秘书处由为国家 ISO成员的澳大利亚保留。

它能从您的国家标准化组织或国际标准化

组织中获得。

美国加州统一食品接触产品中

BPA警告信息

2016 年 3月 17日，加州环境健康危

害评估办公室（OEHHA）提出一项《加州

65提案》的紧急条例，如果在售罐装或瓶

装的食品及饮料容器中含有双酚 A（BPA），

需要添加统一的警告标签以告知消费者相

关风险。此次紧急条例是对 《加州 65 提

案》第 25603.3部分第 27条的修订。

2015年 5月 11日，双酚 A作为一种

生殖毒性物质被列入《加州 65提案》的生

殖毒性清单。从 2016 年 5月 11 日开始，

含有 BPA的产品需要提供警告，除非其暴

露水平比无显著影响水平小 1000倍以上。

随着该日期临近，一些制造商和零售商考

虑通过贴加警告标签、货架标签等方式来

规避风险，然而警告标签的不一致却可能

困扰消费者。OEHHA提议颁布紧急条例，

容许临时使用统一的警告信息以表明罐装

或瓶装食品及饮料中存在 BPA。

紧急条例要求警告信息统一如下：

“警告：在售罐装食品及饮料的容器绝大部

分使用了环氧树脂衬层，以避免微生物污

染，延长保质期，其罐盖或者瓶盖也可能

含有环氧树脂衬层。这些衬层可能释放少

量的 BPA到食品或饮料中。BPA是一种加

州已知的对女性生殖系统造成损害的化学

物质。”

本次提议的紧急条例将在 180天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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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在此期间，OEHHA将着手常规的规则

制定程序，采纳一项自通过日起为期一年

的的临时措施。OEHHA还将建立口腔暴露

于 BPA的最大可容许剂量水平（MADL），

进一步说明哪些产品需要警告。目前

OEHHA已就 BPA的皮肤暴露 MDSL提议

为 3μg/d，5月 16日前公众可提交书面意

见。

美国修订啶草酯的残留限量要求

2016 年 2 月 25 日，美国环保署

（EPA）发布最终条例，修订了乳和家畜产

品中啶草酯（Triclopyr）的残留限量要求，

本规则于 2016年 4月 25日起生效。具体

如下：

美国华盛顿州明确规范儿童产品

中铅、镉和邻苯二甲酸盐的限制含量

华盛顿州生态部门发布指南，对华盛

顿儿童产品安全法（CSPA） Part 1中的模

糊语句做出明确的解释，清晰阐明了在特

定儿童产品中镉、铅和邻苯二甲酸盐的限

制含量。此指南主要针对受华盛顿 CSPA

规范以及有优先权的联邦法律所管辖的行

业。

根据指南要求，生态部门将会评估某

产品是否属于儿童产品，且是否在消费品

安全改进法(CPSIA)管辖的范围内。若某个

产品属于儿童产品但是又不在 CPSIA管辖

的范围内，则需遵守华盛顿儿童产品安全

法 Part 1的相关要求。详情如下：1. 总铅

含量 ≤ 90 ppm（不在 CPSIA管辖范围内

的儿童化妆品、儿童汽车座椅）

2. 总镉≤40 ppm（除了玩具之外的所

有儿童产品）

3. 邻苯二甲酸盐 （DEHP、 DBP、

BBP、 DINP、 DIDP 和 DnOP） ≤1000

ppm（除了玩具和儿童护理产品之外的所

有儿童产品）。

美国提出洗衣机能源指引标签必

须使用新比较范围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刊登一项最终规

则，修订能源标签规则，以为贴附在洗衣

机上的能源指引标签(EnergyGuide)订立新

的比较范围。对标准洗衣机(即滚筒容量至

少 1.6立方英尺的各类家庭式洗衣机)来说，

更新后的比较范围为估计每年运作成本介

乎 8美元(最少)至 51美元(最多)；至于精巧

型洗衣机(即滚筒容量不足 1.6立方英尺的

各类家庭式洗衣机)，新比较范围为 10美元

(最少)至 24美元(最多)。在 5 月 11 日前，

生产商必须开始在标签上使用新的比较范

要闻简报

产品中文名称 产品英文名称
限量要求

（ppm）

牛、山羊、猪、

马、绵羊肉副产

品

Cattle/Goat/Hog/

Horse/Sheep, fat/meat

byproducts

0.50

乳类 milk 0.60

牛、山羊、猪、

马、绵羊肉 /脂肪

Cattle/Goat/Hog/Horse

/Sheep, fat/meat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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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该规则亦取消了过时的监管条款(适用

于 2015年 3月 7日前生产的洗衣机型号)。

能源标签规则规定，各类电器生产商

必须在销售点公布具体的能源消耗量或能

源效益资料(按美国能源部的测试程序而

定)。这些消费品的能源资料必须公开，让

消费者比较不同型号的能源使用量及效益。

在家用电器方面，每件货品必须附有能源

指引标签，以披露能源资料；而这些能源

资料亦须标示在货品目录上，并在可以订

购受规管货品的网站上显示。标签亦须包

含可比较范围，以显示所有同类型号电器

的最高及最少能源使用量或能源效益。大

部分电器的标签必须提供产品每年的估计

运作成本。生产商必须使用由美国能源部

公布的全国能源平均成本数据，以计算电

器每年的运作成本。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首次发布拉链

标准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近日公布

了拉链相关标准要求 EN 16732: 2015，这

是欧盟第一个针对这一配件的通用标准。

此标准将替代之前的英国标准 BS 3084:

2006，且 BS 3084:2006也预计在适当的时

候被废除。EN16732 主要基于 BS 3084:

2006而建立，但是与之相比却增加了很多

非常重要的条款。

针对拉链的各个组件的各类性能和特

征，新标准详细规定了性能水平和测试方

法。与英国的标准相比，EN 16732新增了

一个表格，其中包含两项对儿童拉链的新

要求，详情如下：

扭矩强度 0.34N/m的规定与欧洲玩具

标准 EN 71 Part 1的要求相同相同，这项

有关儿童玩具附着部件的扭矩强度的规定

在欧洲已经执行数年。基于质量控制考虑，

建议将此性能测试结果引导向失败。

新的欧洲标准适用于一般用途的拉链，

对拉链的一系列最终使用性能进行了规范。

除此之外，相较于 BS 3084:2006， EN

16732的其它新增加要求如下：

欧盟修订植物产品中喔草酯残留

限量标准

2016 年 2月 19日，欧洲食品安全局

发布官方公报，根据欧盟法规 EC396／

2005相关规定，修订植物产品中喔草酯残

留限量标准。同时，欧盟法规 EC396／

2005中除生菜和沙拉植物外，所有产品的

要闻简报

测试描述 限量值

开尾拉链单边上止强力 70N

扭力 0.34 N.m

最终使用 性能

儿童服装 C

床垫 C or D

枕头 B or C

儿童睡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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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奎禾灵”残留限量标准用“喔草酯”代

替。具体如下：

欧盟发布机动车辆及其挂车的型

式认证要求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近日发布指令

2007/46/EC（框架指令），规定了机动车辆

及其挂车的型式认证要求。该框架旨在通

过制定统一的要求，实现共同的环境和安

全目标,促进汽车和挂车在内部市场的自由

流动。指令 46 / 2007 /EC涵盖了汽车运输

的乘客（门类M）和货物（门类 N），以及

他们的拖车（门类 O），以及它们的系统和

组件。

所通知的提案旨在通过以下几方面对

上述类型的审批框架进行改进：

引入市场监管条款，以配合类型的审

批要求;

澄清召回和保障程序，以及为现有车

辆的批准提供延长的条件；

提高批准型框架的执法协调和加强型

式认证和生产程序，由欧盟成员国当局和

技术服务应用整合;

厘清经营者在供应链中的角色和责任，

以及有关部门和有关部门参与的框架的执

行；

提高替代型批准计划的适用性和多级

类型的审批程序，以提供适当的灵活性，

利基市场和中小企业，但不扭曲的平等的

竞争环境。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发布新版玩具

安全指南

2016 年 2月 17日，欧洲标准化委员

会（CEN）发布 2016版《玩具安全 -年龄

判定指南》 （CEN ISO/TR 8124-8:2016,

Safety of toys. Age determination

guidelines）。

该文件为确定使用特定玩具的儿童年

龄提供指南，并可为生产商评估玩具对相

关标准的符合性提供指导，还可以作为不

同机构和组织为不同年龄段儿童选择玩具

参考。

欧盟对 4 种拟确定为第十五批

REACH高关注度物质展开公众评议

2016 年 2月 29日，欧洲化学品管理

要闻简报

产品名称
现有

MRL(mg/kg)
修订

MRL(mg/kg)

块根芹 0.05 0.15

防风草 0.05 0.15

Parley roots 0.05 0.15

萝卜 0.05 0.15

花椰菜 0.05 0.3

卷心菜 0.2 0.3

生菜和沙拉植物 0.1 no proposal

罂粟籽 0.05 0.08

芥末籽 0.05 0.08

大豆 0.05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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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ECHA）公布对 4种潜在的高度关注物

质（SVHCs）展开公众评议。为期 45天的

公众评议将于 2016年 4月 14日结束，利

益相关方可以在 ECHA网站上发表评议意

见。通过评议的物质将作为第十五批列入

SVHC候选清单。

这 4种物质详情如下：

要闻简报

序号 物质名称 EC号 CAS号 SVHC属性 主要来源

1

（3E） -1,7,7-三甲基 -3-[（4-

甲基苯基）亚甲基]双环[2.2.1]

庚烷 -2-酮（3-（4-甲基苯

亚甲基）樟脑）

（ ± ） -1,7,7-trimethyl-3-

[（4-methylphenyl） methylene]

bicyclo [2.2.1]heptane-2-one

（ 4-methylbenzylidene

camphor）

253-242-6 36861-47-9

其他可能对环境造

成严重影响的等效

危害（条例 57f）

①油溶性 UV-B吸

收剂；②日用品以

及纺织品中用作抗

紫外线的一种成

分；

2

1,7,7- 三甲基 -3-（苯亚甲

基）双环[2,2,1]庚 -2-酮（3-

亚苄基樟脑）

1,7,7-trimethyl-3-

（ phenylmethylene） bicyclo

[2.2.1]heptan-2-one

（3-benzylidene camphor）

239-139-9 15087-24-8

其他可能对环境造

成严重影响的等效

危害（条例 57f）

①油溶性 UV-B吸

收剂；②日用品以

及纺织品中用作抗

紫外线的一种成

分；

3

苯并（a）芘

Benzo [def]chrysene （Benzo [a]

pyrene）

200-028-5 50-32-8

致 癌 性 （条 款

57a）； 致 突 变 性

（条款 57b） ;生殖毒

性 （条款 57c） ; 持

久性、生物累积性

和 毒 性 （條 款

57d） ;强持久性、

强生物累积性 （条

款 57e）

①工业生产过程和

生活中煤炭、石

油、天然气等燃烧

产生的废气，包括

机动车排出的尾

气、橡胶生产以及

烟草的烟气等；②

熏制、烘烤和煎炸

食品；③食品添加

剂；

4

邻苯二甲酸二环己酯

Dicyclohexyl phthalate

（DCHP）

201-545-9 84-61-7

生殖毒性 （条款

57c） ; 其他可能对

人类健康和环境造

成严重影响的等效

危害（条例 57f）

增塑剂主要用于增

塑溶胶、 PVC 材

料、橡胶材料，以

及塑料制品，以及

在一些有机过氧化

物中用作阻遏剂和

分散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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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企业产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产

品制造商和出口商必须在物质被纳入 SVHC

清单起六个月内向 ECHA进行通报：

1. 物质在物品中的含量超过 1吨 /年 /

制造商或出口商；

2. 物质在物品中的质量百分比大于

0.1%。

欧盟修订食品添加剂标准 将婴

幼儿食品单列

2016年 3月 7日，欧盟发布委员会实

施条例（EU） 2016/324，修订欧洲议会和

欧盟委员会条例（EU） No1333/2008食品

添加剂法规附件 2A部分和 E部分的有关内

容，在附件 2 中 A 部分表格 1 增加

“13EU609/2013提到的婴幼儿食品，包括

特殊医学用途的婴幼儿食品”类别，E部分

食品类别由“所有食品允许的食品添加剂”

修改为“所有食品允许的食品添加剂，但

不包括特供以外的婴幼儿食品”；同时规定

二氧化碳等 11种添加剂在婴幼儿食品中的

使用标准。本法规自发布之日起第 20天生

效。

欧盟制定动物产品中丙氧喹啉残

留限量标准

欧洲食品安全局 3月 17日消息，依据

395/2005法规第 6章规定，3月 17日该局

批准发布动物产品中丙氧喹啉残留限量标

准，具体如下：

欧盟发布《与食品直接接触的材

料和物品中双酚 A的使用》

出于保护人类健康及安全的目的，欧

盟委员会于 2016 年 3 月 14 日发布的

G/TBT/N/EU/370号通报，针对与食品直接

接触的材料和物品（包括自粘板、片、膜、

箔、塑料塞、盖、帽餐具、厨具，其他家

用物品和盥洗用品，主要是塑料制品） 中

双酚 A的使用做出修订。该法规草案最早

类型 产品名称
残留限量

（mg/kg）

丙氧喹啉总量
绵羊肾、山羊肾 0.03

其他动物产品 0.02

丙氧喹啉

代谢物

绵羊肝、山羊肝 0.015

绵羊肾、山羊肾 0.02

其他动物产品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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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2015 年 1 月欧洲食品安全局的意见

中———塑料食品接触材料降低了指定转移

限值（SML）。此外，该法规适用于从施加

到材料和制品的清漆或涂料相同 SML双酚

A。该通报草案还就清漆和涂料遵守情况的

核查规定了标准，并且指定了合规性

（DOC）对涂漆或涂层材料及制品书面声明

的要求。

日本修订化妆品标准列

2016 年 2月 19 日，日本厚生劳动省

发布 G/TBT/N/JPN/518 通报，修订化妆品

标准列表，将三联苯三嗪列入化妆品标准

列表，在化妆品中最大添加限量标准为

10.0g/100g。

韩国发布“化妆品法实施规则”

为确保韩国化妆品质量安全，并为市

场上的需求提供更合理的化妆品设计，韩

国食品药品安全国际办公室于 2016年 3月

18日发布 G/TBT/N/KOR/631号通报建议修

订“化妆品法实施规则”，它是由依据消费

者的需求生产或进口的产品混合而成的化

妆品包装上的标签指示而建立，规定根据

消费者的需求生产或进口的产品混合而成

的化 妆品 包装上 应树立 标 志 指 示；

G/TBT/N/KOR/631号通报建议修订“关于

化妆品的安全标准等规定”，规定根据客户

的需求来定制化妆品，并增加关于“甲醇”

和“邻苯二甲酸盐”的新方法 [附件 4]；

G/TBT/N/KOR/631号通报，规定了化妆品

中的条码标签的管理办法，具体为删除条

码的打印位置，使制造商可以根据产品的

性能在化妆品标签决定条形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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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垒资讯

（一） 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

G/TBT/N/TPKM/228号通报，根据商

品检验法发布公告

台湾经济部标准检验局 （BSMI） 于

2016年 2月 19日发布标题为“根据商品

检验法发布公告”的通报法规。饮用水水

龙头产品安全在台湾受到高度关注，特别

是关于铅含量。为加强消费者保护，标准

检验局（BSMI）拟管制饮用水水龙头产品

检验要求。所有此类产品的合格评定计划

将依照产品认证注册（RPC）检验制度或

型号核准批次检验 （TABI）。采认证注册

的，于商品进口或出厂前取得认证证书；

采型号核准批次检验的，商品应先申请认

证注册，取得认证证书，并于商品进口或

出场前报请验证。符合检验规定后，才可

于台澎金马地区市场陈列或销售。

该项通报的实施将对我省出口台澎金

马地区的饮用水龙头产品企业造成一定影

响。该通报提高了产品检验要求，相关企

业需要支付更高的检测费用，与此同时也

需要提升产品制造性能以通过铅含量检测。

（二） 以色列 G/TBT/N/ISR/866

号通报，SI1157－儿童保育用品－婴

幼儿安抚奶嘴－安全要求和测试方法

以色列WTO-TBT咨询点于 2016年 2

月 23日发布标题为“SI1157－儿童保育用

品－婴幼儿安抚奶嘴－安全要求和测试方

法”的通报法规。修订涉及安抚奶嘴的强

制标准 SI 1157第 1、2和 3部分，以标准

SI 1157代替。该修订标准草案采纳了欧洲

标准 EN 1400: 2013 + A1: 04-2014。旧版

本标准和新修订标准草案之间的主要差异

如下：

◇将 3个不同的标准统一为 1个

◇对包括阻塞矩形、通风孔测试指标

和手指套在内测试设备做出了一些变更

◇批准了联合迁移规则以确定作为 TDI

（甲苯二异氰酸酯）一部分的迁移限值

◇对法兰规定了新要求

◇对产品包含硬化橡胶的情况新增加

了供应链相关信息

◇新增加了甲醛测试

◇新增加了双酚 A测试

壁垒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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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加了双酚 A测试

该项通报的实施将对我省出口以色列

的婴幼儿安抚奶嘴企业造成一定影响。一

是修订了检测要求，如新增了甲醛测试、

双酚 A测试、双酚 A测试等。二是提高了

产品制造性能要求，对法兰、TDI迁移限值

等提出了更高生产要求。

(三)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 G/TBT

/N/TPKM/229号通报，食品安全卫生

管理法实施细则修订草案

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卫生福利部食品

药物管理署（FDA）于 2016年 3月 4日发

布标题为“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实施细则

修订草案”的通报法规。食品安全卫生管

理法（法案）已经于 2015年 12月 16日修

订并颁布。法案实施细则现由 FDA做出相

应修订。FDA制定实施细则修订草案的主

要变化是对进口食品和食品添加剂、食品

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装及食品清洁剂提出

了新的标签要求。

该项通报的实施将对我省相关企业造

成一定影响。生产食品、食品添加剂、食

品器具等的相关企业不仅应注重产品自身

性能要求，而且应密切关注调整后的产品

标签要求。及时更新产品标签，使之符合

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实施细则规定的具体

要求，避免因非质量因素造成的出口受阻。

（四） 以色列 G/TBT/N/ISR/883

号通报，SI994第 1部分－空调：安

全和操作要求

以色列WTO-TBT咨询点于 2016年 3

月 8 日发布标题为“SI994 第 1 部分－空

调：安全和操作要求”的通报法规。此次

修订是以色列第 1次修订涉及空调的强制

标准 SI 994第 1部分。修订变化如下：标

准 引 用 清 单 增 加 了 国 际 标 准 UL

60335-2-40:2012 和 IEC 60695-11-20；

修改了一项第 30.201.2款规定的耐热与防

火要求。

该项通报的实施将对我省出口以色列

的空调企业造成一定影响。修订后的空调

标准引用了国际标准 UL 60335-2-40:2012

和 IEC 60695-11-20，对产品生产标准和

检测标准均作出了调整，这将对有关企业

提出更高的产品制造性能要求和检测要求。

(五 )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CPSC）召回中国产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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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1日至 2016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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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适配器、

滑雪靴、节日礼物礼盒、天气预报收音机

等共计 11例，涉及产品总金额高达 6千万

壁垒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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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召回原因主要为火灾、烧伤、坠落、

触电及微生物污染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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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是电源适配器，此次被召回的产品名

称为 AC adapter kits and plug adapters，

是一款苹果牌世界旅行插头转换器套装及

插头，转换器套装为三相和二相 AC壁式转

换器。召回原因：插头转换器可能出现破

裂，暴露出转换器的金属部件，存在触电

的危险。截至目前，苹果公司已接到海外

12起壁式插头转换器破裂导致触电的事故

报告，包括 3起消费者需要进行医疗评估

和治疗，但针对美国消费者还未接到相关

事故报告。此次召回的产品在美国销售数

量约为 814000 个，在加拿大约为 81000

个，损失金额为 2685万美元。

二、滑雪靴，此次召回的产品是一款

附带有的M3v2转盘雪地靴。召回原因:该

产品在用户户外活动时，附带的 M3v2转

盘有可能被卡，存在导致使用者跌倒的危

险。截至目前，美国的 Boa Technology

Inc.公司及其它国家已各接到 1 起事故报

告，但未造成人员伤亡。该产品召回数量

37500件，损失金额为 1593.75万美元。

三、节日礼物礼盒，此次被召回的产

品是一款 Ashland牌外面包有装饰纸的节

日礼物礼盒。召回原因:盒子上有霉菌，存

在导致消费者呼吸道或其它感染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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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产品召回数量 289170 件，损失金额为

506.05万美元。

四、天 气 预 报 收 音 机 ，是 一 款

Ambient Weather 牌收音机。召回原因：

收音机插入 AC电源插座时，会出现过热现

象，存在引发火灾的危险。截止目前，公

司又接到另外 4起收音机背面电池区域冒

烟的事故报告，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召回

数量共计 69500件，损失金额约 417万美

元。

五、女童外套,此次召回的产品是一款

Crewcuts女童羽绒外套，有各种颜色，型

号为 C9048。召回原因：外套上的钮扣可

能脱落，对儿童存在呛噎的危险。截至目

前，加拿大卫生部尚未接到相关事故报告，

但 J. Crew已接到 4 起事故报告，但未发

生在加拿大。此次被召回的产品 16463件,

损失金额约 255.18万美元。

六、本月有三个产品被召回的原因是

有火灾，除了之前介绍的天气预报收音机

外，还有一个是手电筒及可更换式电池组，

该产品是是一款 Pelican牌 9410L带有锂离

子电池组的手电筒及可更换式电池组。召

回原因：手电筒里的电池组可能出现过热，

存在引发火灾的危险。截止目前，Pelican

公司已接到 2 起电池组过热的事故报告，

但未造成人员伤亡。被召回的该产品在美

国销售数量：手电筒约为 3800个，可更换

电池组约为 150个，此外，在加拿大销售

壁垒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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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手电筒约为 800个，可更换电池组

约为 18个；损失金额约 30万美元。另外

一个产品是陶瓷咖啡杯，是一款 14盎司白

色陶瓷咖啡杯。召回原因：杯子的标签贴

错，贴成可供微波炉使用，这样的咖啡杯

若放入微波炉会发出火花，存在引起火灾

的危险。截止目前，Target 公司已接到 3

起咖啡杯放入微波炉引发火花的事故报告，

但无人员受伤。召回数量 12300个，损失

金额 9.84美元。这三款产品的损失金额为

2724.84万美元。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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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1日起至

2016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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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串与照

明设备、日用电器与设备类、儿儿童护理

产品及儿童设备类等共计 87例，其中排名

前三的分别是玩具（32例）、服装纺织品

（12例）、灯串与照明设备(11例)；召回的

主要原因分别是化学危害 (18 例）、触电

（17例）、呛噎(13例)、受伤 /割伤害（11

例）、窒息 /勒颈 /被卡（6例）和环境污染

（4例）。具体分析如下：

一尧 玩具类

1. 玩具含有小部件（如司机）易脱落，

儿童可能将其放入口中，存在呛噎的危险。

2. 产品易破裂释放具有高能量的小磁

铁，如果儿童吞食磁铁及其它金属物品，

它们可能互相吸引导致肠梗阻或穿孔。

3. 玩具的塑料材料含有 DEHP 和

DBP，它们的测量值分别为 9.79%和

4.03%，以重量计），这些邻苯二甲酸酯可

能危害儿童健康，导致生殖系统损伤系统

损伤。

4. 面具的高易燃性存在导致烧伤的危

险；而且腰部区域的装饰性绳索可能成为

儿童各种活动的羁绊，存在导致受伤的危

险。

5. 摇椅在摇摆进，可能倒翻过来，儿

童可能跌落并撞到摇椅的金属顶部，存在

导致头和颈部受伤的危险。

二尧 服装纺织品

1. 产品易破裂释放具有高能量的小磁

铁，如果儿童吞食磁铁及其它金属物品，

它们可能互相吸引导致肠梗阻或穿孔。

2. 颈部拉绳可能成为儿童各种活动的

羁绊，尤其是在操场，存在导致儿童勒颈

的危险。

3. 裤子腰部区域有末端活动的拉绳，

可能导致儿童受伤。

4. 皮革中含有的铬 （VI） 含量太高

（测量值达 37 mg/kg），铬（VI）是过敏性

物质，可能触发过敏反应。

壁垒资讯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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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3 总第 143期

三尧 灯串与照明设备

1、电源变压器线圈间的电绝缘不足，

存在触电的危险。

2、通过未经防磨损的金属部件时，内

线可能被损伤，导致可接触到的金属部件

成为带电导体；电源主线连接不当，可能

导致被意外拖曳脱出，露出可令使用者接

触到的带电末端。

3、灯泡插入灯座时，灯泡的带电帽可

被触及，存在触电的危险。

4、灯顶部的金属螺母可能因为闪烁而

带电，且灯易破碎，导致内部带电部件裸

露而易于被触及，存在触电的危险。

5、电缆太薄，没有足够的抗力，因此

可能破裂而露出可触及的带电导体，存在

触电的危险。

6、电缆线若被拖曳，易脱落，使用者

可能接触到带电部件，存在触电的危险。

7、因为闪光单元的盖子不够紧密，而

且电线易脱落，这些都可能导致使用者接

触到带电部件而存在触电的危险。

四尧 日用电器与设备类

1、电源部件插入或移除电源插座时，

可能露出可触及的带电插脚，存在触电的

危险。

2、因为绝缘不足且主线圈和次线圈的

清电距离和爬电距离不足，导致电池充电

器存在触电的危险。

3、无避免地线松弛的保护性螺丝，一

旦地线脱落，产品可能无法接地。

4、产品无防止意外接触带电部件的适

当防护设施，儿童可能用手指接触到高压

栅格，导致触电。

五尧 儿童护理产品及儿童设备类

1、小床的角落有突起的部件，可能钩

住儿童衣服，导致窒息；而且侧壁可能断

裂，导致儿童从小床上跌落，存在受伤的

危险。

2、臂杆可能脱落，存在导致儿童从高

脚椅上跌落的危险，已有 6起事故报告。

3、拉链易脱落，儿童可能将其放入口

中，而且床底（垫子）易折叠，儿童可能

将其拉起而被卡在下面或导致头部掉到小

床外面形成的小袋而窒息；更换装置的绳

子太长，存在勒颈的危险；此外儿童的手

指也可能被卡住。

4、床底（垫子）易折叠，儿童可能将

其拉起而被卡在下面，存在窒息的危险；

而且儿童的头部可能掉到小床外面形成的

小袋而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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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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453

/Rev.1
泰国

“泰国工业部依照工业产品标准法案 B.E.2511(1968)颁

布的通报 No.…(B.E.25xx):修订泰国工业标准－混凝土

配筋用钢筋：异形钢（修订 No.1）”修订 1

2016-02-16

G/TBT/N/THA/452

/Rev.1
泰国

“泰国工业部依照工业产品标准法案 B.E.2511(1968)颁

布的通报 No.…(B.E.25xx):修订泰国工业标准－混凝土

配筋用钢筋：圆钢（修订 No.1）”修订 1

2016-02-16

G/TBT/N/JPN/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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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2-17

G/TBT/N/OMN/242 阿曼 钢筋混凝土用钢－第 1部分：普通钢筋 2016-02-17

G/TBT/N/OMN/243 阿曼 钢筋混凝土用钢－第 2部分：带肋钢筋 2016-02-17

G/TBT/N/EU/356 欧盟

根据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法规(EU)No528/2012第 3条第

3款制定的欧盟委员会决议实施细则草案，关于含异

丙醇手部消毒产品

2016-02-17

2016年 2月 16日至 3月 15日WTO秘书处共发布了WTO 各成员 117项 TBT通报，

其中美国、以色列各 21项；泰国 11项；加拿大 10项；肯尼亚 8项；巴西 8项；埃及、欧

盟、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各 4项；阿曼、厄瓜多尔、日本、沙特阿拉伯、印度各 3项；俄罗

斯、马来西亚各 2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德国、哥伦比亚、格鲁吉亚、韩国、圣卢西亚、

印度尼西亚各 1项。

2016年 2月WTO/TBT通报信息

WTO/TBT通报 渊2016年 2月 16日要2016年 3月 15日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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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SYC/1 圣卢西亚
环境保护法案（法案 No.9/1994）环境保护（限制塑

料袋） （修订）法规 2015
2016-02-17

G/TBT/N/OMN/244 阿曼 钢筋混凝土用钢－第 3部分：焊接钢筋网 2016-02-17

G/TBT/N/EU/355 欧盟

根据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法规(EU)No528/2012第 3条第

3款制定的欧盟委员会决议实施细则草案，关于注入

氯菊酯用于防止马及马所处环境中昆虫的马鞍褥

2016-02-17

G/TBT/N/CAN/471

/Add.1
加拿大

“修订处方药清单（PDL）意向公告：丁溴东莨菪碱”

补遗 1
2016-02-17

G/TBT/N/USA/1071 美国 重新授权美国粮食标准法案 2016-02-18

G/TBT/N/USA/1072 美国

神经科设备；重新分类用于治疗失眠症和 /或焦虑症

的经颅微电流刺激仪；用于治疗抑郁症的经颅微电流

刺激仪上市前核准要求生效日期

2016-02-18

G/TBT/N/SAU/917 沙特阿拉伯

No.SASOEN16129:2013“最大调节压力 4巴、最大容

量为 150公斤 /小时、附带安全设备和适配器、用于丁

烷、丙烷及其混合物的压力调节器和自动转换装置”

2016-02-18

G/TBT/N/KOR/628 韩国 “健康功能食品标准规范”修订提案 2016-02-18

G/TBT/N/JPN/517 日本 部分修订道路交通车辆安全法规细则公告 2016-02-18

G/TBT/N/ISR/863 以色列 SI1307－甜食：硬糖、太妃糖、压缩糖果 2016-02-18

G/TBT/N/US-

A/425/Add.9/Corr.1
美国

“能源节约计划：微波炉待机和关机模式节能标准”补

遗 9勘误 1
2016-02-19

G/TBT/N/USA/1074 美国 商业饲料法规 2016-02-19

G/TBT/N/USA/1075 美国 蒸汽回收系统认证程序 2016-02-19

G/TBT/N/USA/1077 美国 2013管道规范－节水管道装置 2016-02-19

G/TBT/N/US-

A/1070/Add.1
美国

“平流层臭氧保护：修订进出口报告和记录保留规定”

补遗 1
2016-02-19

技术壁垒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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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DEU/14 德国 烟草产品法案修订草案 2016-02-19

G/TBT/N/JPN/518 日本 部分修订化妆品标准 2016-02-19

G/TBT/N/TP-

KM/228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根据商品检验法发布公告 2016-02-19

G/TBT/N/US-

A/767/Add.1
美国

“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车灯、反光装置及相关设

备”补遗 1
2016-02-19

G/TBT/N/US-

A/1071/Corr.1
美国 “重新授权美国粮食标准法案”勘误 1 2016-02-22

G/TBT/N/CAN/481 加拿大
利益方公告－依照受控药品和物质法案及法规将

W-18列入一揽表的提案
2016-02-22

G/TBT/N/GEO/93 格鲁吉亚
经 2016年 1月 28日格鲁吉亚政府法令 No.41批准的

“建筑安全规则”技术法规。
2016-02-22

G/TBT/N/TP-

KM/216/ Add.1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夹杂玩具的预包装食品警告标签管理法规”补遗 1 2016-02-22

G/TBT/N/MYS/66 马来西亚 关于非专利产品注册生物等效性检验报告评估的指令 2016-02-23

G/TBT/N/ISR/864 以色列 SI5115第 1部分－尿布台：家用尿布台－安全要求 2016-02-23

G/TBT/N/ISR/865 以色列 SI5115第 2部分－尿布台：家用尿布台－测试方法 2016-02-23

G/TBT/N/MYS/67 马来西亚
外国药品向国家药品管理局注册 /重新注册生产管理

规范检验要求
2016-02-23

G/TBT/N/TP-

KM/185/Rev.1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卫生福利部颁布的公告（食品 No.1041304415）：患

者使用的特殊膳食标签管理法规草案”修订 1
2016-02-23

G/TBT/N/ARE/305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技术法规草案“儿童约束

座椅产品安全规范”
2016-02-23

G/TBT/N/ISR/866 以色列
SI1157－儿童保育用品－婴幼儿安抚奶嘴－安全要求

和测试方法
2016-02-23

技术壁垒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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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ISR/872 以色列

SI2252第 1部分－行动障碍人员使用的动力升降机－

安全、尺寸和功能操作规则：安装在非封闭升降通道

的垂直升降机. SI2481第 41部分－升降机：升降机建

造和安装安全规则－运输人员和货物的特殊升降机－

行动障碍人员使用的安装在封闭升降通道的垂直升降

机。

2016-03-01

G/TBT/N/ISR/873 以色列 SI41－加工番茄浓缩物。 2016-03-01

G/TBT/N/ISR/874 以色列

修订涉及汽油的强制标准 SI 107第 2部分。本标准修

订草案采纳了英国标准 BS 2869– 2010 + A1: 2011，

扩大了标准范围以包括燃气涡轮机用汽油。为避免疑

义，本修订生效后加热用汽油要求保持强制性，燃气

涡轮机用汽油要求为自愿性标准。

2016-03-01

G/TBT/N/ISR/875 以色列

SI938 第 3.1 部分－建筑用平板玻璃：层压安全玻

璃－定义和部件的描述 SI938第 3.2部分－建筑用平

板玻璃：层压安全玻璃－性能要求 SI938 第 3.3 部

分－建筑用平板玻璃：层压安全玻璃－耐久性检验方

法 SI938第 3.4部分－建筑用平板玻璃：层压安全玻

璃－尺寸和板边精加工 SI938第 3.5部分－建筑用平

板玻璃：层压安全玻璃－外观 SI938第 3.6部分－建

筑用平板玻璃：热钢化安全玻璃

2016-03-01

G/TBT/N/US-

A/1071/Add.1
美国 “重新授权美国粮食标准法案”补遗 1 2016-03-01

G/TBT/N/USA/1078 美国 统一适航标准－灭火器和 B类与 F类货仓。 2016-03-01

G/TBT/N/USA/1079 美国 基因工程标签食品。 2016-03-01

G/TBT/N/CAN/483 加拿大 通报 No.SMSE10-16－公布 RSS-134，第 2版。 2016-03-01

G/TBT/N/BRA/609/

Ad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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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16-03-01

G/TBT/N/RUS/47 俄罗斯
海关联盟关于“食品标签”的技术法规修订草案 No.1

（CUTR022/2011）
2016-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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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EU/362

/Corr.1
欧盟

“欧盟委员会法规实施细则草案，批准硫氰酸亚铜作为

现有活性物质用于产品类别 21的生物农药产品。”勘

误 1

2016-03-02

G/TBT/N/SAU/920 沙特阿拉伯

SASOISO13006:2016瓷砖－定义、分类、特性和标

志，与国内标准存在差异（第 8.1条增加了规定“在

要求的文字后面－在文字标志后面以无法消除的方式

使用阿拉伯语或阿拉伯语和英语”）。

2016-03-02

G/TBT/N/SAU/920 沙特阿拉伯 SASO1473:2016陶瓷卫生洁具－西式抽水马桶。 2016-03-02

G/TBT/N/E-

CU/177/Add.2
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标准协会技术法规草案 (PRTE INEN) No.

136：“摩托车””补遗 2
2016-03-02

G/TBT/N/E-

CU/97/Add.2
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标准协会技术法规草案 (PRTE INEN) No.

004:“道路信号。第 3部分。道路标志。要求””补

遗 2

2016-03-02

G/TBT/N/E-

CU/59/Add.5
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标准协会技术法规草案(RTE INEN) No.0051

家用高压锅”补遗 5
2016-03-02

G/TBT/N/CAN/472/

Add.1
加拿大

“评议通知－处方药清单（PDL）：氟替卡松丙酸脂”

补遗 1
2016-03-04

G/TBT/N/US-

A/1078/Corr.1
美国 “统一适航标准－灭火器和 B类与 F类货仓。”勘误 1 2016-03-04

G/TBT/N/COL/196/

Add.4
哥伦比亚

“卫生和社会福利部法令草案“为了卫生注册目的，管理

评定生物药品质量、安全性和功效的程序””补遗 4
2016-03-02

G/TBT/N/KEN/459 肯尼亚 DKS2640:2016－果汁和果茶－规范。 2016-03-04

G/TBT/N/US-

A/1071/Add.

1/Corr.1

美国 “重新授权美国粮食标准法案”勘误 1 2016-03-04

G/TBT/N/US-

A/1011/Add.4
美国

“中型和重型发动机及车辆温室气体排放和燃料效率标

准－阶段 2”补遗 4
2016-03-04

G/TBT/N/US-

A/925/Add.1
美国 “关于食用牛胴体等级的美国标准”补遗 1 2016-03-04

技术壁垒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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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TP-

KM/229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实施细则修订草案。 2016-03-04

G/TBT/N/ISR/876 以色列 SI7259－芝麻酱。 2016-03-04

G/TBT/N/EGY/131 埃及

部颁法令 No.691/2015（3页，阿拉伯语）规定 6个

月的过渡期以遵守埃及标准 ES375/2015“便携式二氧

化碳灭火器”。

2016-03-04

G/TBT/N/KEN/460 肯尼亚
KS1758:22015：园艺产业－管理规范。第 2部分：水

果和蔬菜。
2016-03-07

G/TBT/N/KEN/461 肯尼亚 DKS2641:2016建筑结构板强度测试标准测试方法。 2016-03-07

G/TBT/N/KEN/462 肯尼亚 KS2231:2016抗菌浴皂－规范。 2016-03-07

G/TBT/N/KEN/463 肯尼亚 KS1942:2016浴皂－规范。 2016-03-07

G/TBT/N/KEN/464 肯尼亚 DKS1734:2016数学套件中的圆规－规范。 2016-03-07

G/TBT/N/KEN/465 肯尼亚 KS927:2016一般消毒用液体合成洗涤剂规范。 2016-03-07

G/TBT/N/KEN/466 肯尼亚 KS2356:2015生物肥料－规范。 2016-03-07

G/TBT/N/US-

A/801/Add.2
美国

“撤销牛肉、猪肉、牛肉馅、猪肉馅强制原产地标签要

求”补遗 2
2016-03-07

G/TBT/N/US-

A/720/Add.4
美国 “唯一性设备识别系统；编辑规定；技术修订”补遗 4 2016-03-07

G/TBT/N/US-

A/661/Add.5
美国

“消费产品及某些商业和工业设备能源节约计划：其它

管辖制冷产品测定提案补充公告”补 5
2016-03-07

G/TBT/N/ISR/877 以色列
电信法令修订提案（Bezeq和广播） （免除型式认证

和交易许可），5772-2012。
2016-03-07

G/TBT/N/IND/47

/Add.2
印度

“2014年 11月 13日通报 No.2905(E)（3页）涉及扩

大“电子与信息技术商品 （强制注册要求） 法令

2012”一揽表，以包括 15种以上产品。”补遗 2

2016-03-07

G/TBT/N/IND/44

/Add.4
印度

“电子与信息技术部已经通报了“电子与信息技术商品

（强制注册要求）法令 2012”，参见 9月 7日通报 No.

8(14)/2006(Vol. III)”补遗 4

2016-03-07

技术壁垒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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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BRA/569

/Add.3
巴西 “2013年 12月 12日的 Inmetro条例 No. 605”补遗 3 2016-03-07

G/TBT/N/RUS/48 俄罗斯
政府决议 No.930-03.09.2015“关于修订强制认证商

品单独清单”。
2016-03-08

G/TBT/N/ISR/878 以色列
SI61439第 6部分－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组合装

置：巴斯特集群系统（母线槽）。
2016-03-08

G/TBT/N/ISR/879 以色列
SI61439第 2部分－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组合装

置：功率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组合装置。
2016-03-08

G/TBT/N/ISR/880 以色列
SI61439第 1部分－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组合装

置：总则。
2016-03-08

G/TBT/N/ISR/881 以色列 SI1836－粘合磨料产品安全要求。 2016-03-08

G/TBT/N/ISR/882 以色列 SI20第 2.8部分－灯具：特殊要求－手提灯。 2016-03-08

G/TBT/N/ISR/883 以色列 SI994第 1部分－空调：安全和操作要求。 2016-03-08

G/TBT/N/BRA/339

/Add.7
巴西 “关于玩具安全认证程序的部颁法案草案”补遗 7 2016-03-09

G/TBT/N/EGY/132 埃及

部颁法令 No.691/2015规定了 6个月的过渡期以符合

埃及标准 ES780-1/2015“气瓶－可再充装无缝钢气

瓶－设计、制造和测试－第 1 部分 :抗拉强度低于

1100MPa的淬火和回火钢瓶。

2016-03-09

G/TBT/N/EGY/133 埃及
部颁法令 No.692/2015要求实施埃及标准 ES7773/

2014和 7774/2014
2016-03-09

G/TBT/N/EGY/134 埃及
部颁法令 No.692/2015要求实施埃及标准 ES7935

/2015
2016-03-09

G/TBT/N/CAN/484 加拿大
给相关利益方的公告－将哌甲酯列入受管制药品及物

质法案（CDSA）及其法规一揽表的提案。
2016-03-09

G/TBT/N/CAN/483

/Corr.1
加拿大

“通报 No.SMSE10-16－公布 RSS-134，第 2 版。”

勘误 1
2016-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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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US-

A/1067/Add.2
美国 “能源节约计划：认证和执行－进口数据采集”补遗 2 2016-03-09

G/TBT/N/US-

A/1061/Add.1
美国 “珠宝、贵金属及锡镴行业指南”补遗 1 2016-03-09

G/TBT/N/IDN/104 印度尼西亚
工业部关于电子和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产品本地元件

值计算的术语和方法的法令。
2016-03-09

G/TBT/N/BRA/558/

Add.2
巴西 “2013年 9月 23日的条例 No.468”补遗 2 2016-03-09

G/TBT/N/CAN/486 加拿大 机动车安全法规修订提案（标准 226）。 2016-03-10

G/TBT/N/CAN/485 加拿大 机动车安全法规修订提案（标准 214）。 2016-03-10

G/TBT/N/THA/476 泰国
泰国工业标准草案：家用和类似照明用途钨丝灯泡，

第 1部分安全规范(TIS 4 Part 1– 25xx)
2016-03-14

G/TBT/N/THA/477 泰国
泰国工业标准草案：家用和类似电器制品———安全:滚

筒式烘干机的特殊要求(TIS 1389-25xx)
2016-03-14

G/TBT/N/THA/202/

Add.1
泰国 “草案 TIS 760-25XX合成色素：还原染料”补遗 1 2016-03-14

G/TBT/N/THA/380/

Add.1
泰国

“泰国工业标准草案合成染料：活性染料(TIS 740-

25XX)”补遗 1
2016-03-14

G/TBT/N/THA/379/

Add.1
泰国

“泰国工业标准草案合成染料：直接染料(TIS 739-

25XX)”补遗 1
2016-03-14

G/TBT/N/THA/381/

Add.1
泰国

“泰国工业标准草案合成染料：硫化染料(TIS2344-

25XX)”补遗 1
2016-03-14

G/TBT/N/EU/369 欧盟

欧盟委员会授权法规草案，就包括某些药物前体物质

至列表物质清单中，修订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法规(EC)

No273/2004及理事会法规(EC)No111/2005。

2016-03-10

G/TBT/N/THA/475 泰国
泰国工业标准：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和插座:线扩展集

(TIS 2432-2555 (2012)
2016-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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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THA/382/

Add.1
泰国

“泰国工业标准草案合成染料：酸性染料(TIS2532-

25XX)”补遗 1
2016-03-14

G/TBT/N/ISR/884 以色列
SI 650 part 2 -可可产品:可可粉(可可)和干燥的可可

和糖的混合物
2016-03-14

G/TBT/N/ISR/885 以色列 SI 20 part 2.2–灯具:特殊要求———照明链 2016-03-14

G/TBT/N/ISR/886 以色列 SI 4466 part 5–钢筋混凝土:剪切和弯曲钢筋 2016-03-14

G/TBT/N/ISR/887 以色列 SI 885 part 20–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方法:普通 2016-03-14

G/TBT/N/ISR/888 以色列
SI 2217–对 B类火灾固定的火灾自动干粉灭火器(液

体和气体)
2016-03-14

G/TBT/N/CAN/429/

Add.1
加拿大

“相关人士通告 -修订《受控药物和物质法案》目录

VI第 1部分的命令和修订前体受控法规的法规，添加

2-苯基乙酰基乙腈”补遗 1

2016-03-14

G/TBT/N/BRA/408/

Rev.1/Add.3
巴西

“2010年 11月 22日的部颁法案：No.448”修订 1补

遗 3

2016-03-14

技术壁垒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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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评议

对韩国 G/TBT/KOR/617号通报的评议意见

一、通报背景

2015 年 11 月 20 号 ， 韩 国 根 据

WTO/TBT协定，对儿童化妆品中色素禁止

使用苋菜红和胭脂红 2种焦油色素，发布

代号为 G/TBT/KOR/617的通报。

韩国此次通报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儿童

化妆品中色素的使用，防止儿童因在使用

过程中吮吸手指等方式导致食入，从而发

生健康危害。为了保护儿童使用化妆品的

安全性，韩国政府拟对 「化妆品法」第 8

条第 2款规定的「化妆品的色素种类与标

准及试验方法」 （食品医药品安全处告示

2014-105号，2014.3.21.）进行修订并告

示。

二、行业背景

1. 中国输韩化妆品贸易情况院
2013年，我国向韩国出口化妆品共计

1615批，3651吨，1547万美元；2014年

出口韩国化妆品共计 1769 批，4424 吨，

1932万美元，同比 2013年都有所上升。

2. 化妆品主要贸易国对该色素的使用

规定院
中国：《化妆品卫生规范》表 6规定，

两种色素均可用于各种化妆品；《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2014）规定，苋菜红及其铝色淀

在蜜饯、糖果、饮料等食品中的最大使用

量为 0.025-0.3g/kg；胭脂红及其铝色淀作

为 食 品 添 加 剂 ， 最 大 使 用 量 在

0.025-0.5g/kg。

欧盟： 《欧盟化妆品法规》规定，两

种色素均可用于食品和化妆品中。

美国：苋菜红和胭脂红在食品中均不

允许使用，在化妆品中的使用无明确规定。

日本：苋菜红和胭脂红在食品和化妆

品中均允许使用。

通报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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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中国、欧盟和日本在食品

和化妆品中均允许使用苋菜红和胭脂红两

种色素。

三、通报内容

韩国此次 G/TBT/KOR/617号通报的内

容主要有：禁止婴幼儿用产品类中使用可

适用于化妆品的 2种焦油色素（红色 2号、

红色 102号）。若将红色 2号及红色 102号

使用于婴幼儿产品，因存在通过“吮吸手

指等”的行为而服用产品的担忧等安全性

争议，因此禁止其在婴幼儿用产品类的使

用，提高化妆品的安全管理，增进国民健

康。

四、评议意见和建议

1.该通报缺乏科学性的暴露风险评估。

通报只明确由于使用方式不当会导致潜在

的健康危害，但缺乏相应的剂量反应关系

评估，即导致明确的健康危害所需的暴露

频次和暴露剂量等关键要素。

2. 生产企业应在化妆品标签中使用警

示用语进行提醒，避免因使用不当对儿童

健康造成危害。

3. 希望韩方能提供相应的风险评估资

料，明确两种色素在儿童化妆品中的使用

剂量，使修订后的法规更具有科学性和针

对性。

4. 评议组认为需提醒相关化妆品出口

企业注意通报信息，尤其是输韩儿童化妆

品生产企业需要尤为关注，避免因通报正

式实施之后输韩儿童化妆品因此造成不必

要的贸易障碍。

通报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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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3 总第 143期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强制性标准

整合精简工作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

对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工作进行部署。

《方案》指出，强制性标准事关人身健

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和生态环境

安全，是经济社会运行的底线要求。强制

性标准整合精简工作是标准化改革的重中

之重，是建立新型强制性国家标准体系的

首要任务。要按照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要

求，依据强制性标准制定原则和范围，对

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

准及制修订计划开展清理评估。

《方案》提出了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工

作目标：今年年底前提出整合精简工作结

论，不再适用的予以废止，不宜强制的转

化为推荐性标准，确需强制的提出继续有

效或整合修订的建议，同时研究提出各领

域强制性国家标准体系框架。通过废止一

批、转化一批、整合一批、修订一批，逐

步解决现行强制性标准存在的交叉重复矛

盾、超范围制定等主要问题，为构建结构

合理、规模适度、内容科学的新型强制性

国家标准体系奠定基础，实现“一个市场、

一条底线、一个标准”。

《方案》要求各部门、各地区依据“统

一管理、分工负责，平稳推进、兼顾应用，

试点引领、点面结合”的工作原则，在国

务院标准化协调推进部际联席会议的统一

部署下，按照统一的工作程序、技术方法

和时间进度，组织开展强制性标准的整合

精简工作。全面掌握强制性标准的应用实

施情况，充分考虑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

产业政策、监管制度的衔接，有效保障相

关标准间的协同配套。在新标准制定发布

前，确保原标准正常实施和发挥作用，不

造成监管真空，不降低安全底线。

《方案》还确定了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

工作的进度安排和阶段任务，提出了经费、

人员、信息化等方面的保障措施。

强制性标准是监管的底线，作为标准

化改革的重中之重，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

将为构建结构合理、规模适度、内容科学

的新型强制性国家标准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强制性标准事关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

安全、国家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是经济

社会运行的底线要求。

据了解，我国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达 1.1万余项，标准数

量庞大，制定发布主体多，各级强制性标

准之间缺乏有力的组织协调，亟须强化强

最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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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标准统一管理。

通知直指现行强制性标准存在的交叉

重复矛盾、超范围制定等主要问题，要求

通过废止一批、转化一批、整合一批、修

订一批，实现“一个市场、一条底线、一

个标准”。

专家表示，现行标准体系和标准化管

理体制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交

叉重复矛盾等问题既造成企业执行标准困

难，也造成政府部门执法尺度不一。因此，

必须开展强制性标准的整合精简工作，将

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

准整合形成强制性国家标准一级。

根据通知，2016年底前，对现行强制

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及制修

订计划开展清理评估，并提出整合精简工

作结论，不再适用的予以废止，不宜强制

的转化为推荐性标准，确需强制的提出继

续有效或整合修订的建议，同时研究提出

各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体系框架。

如何对现行强制性标准进行评估？国

家标准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强制性标准应

严格限定在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

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满足社会经济

管理基本要求的范围内，超范围制定的标

准原则上应废止或转化为推荐性标准。

这位负责人说，在推进强制性标准整

合精简上，国家标准委已经会同工信部、

农业部在化工领域开展了 655项强制性标

准清理整合试点，国土部、环保部等部门

和浙江省、重庆市等地方组织也进行了现

有强制性标准清理评估。下一步，国家标

准委将在试点基础上，会同各有关部门和

各地区，全面推进强制性标准改革，同时

加快相关管理规定的制定修订，在制度上

予以保障

渊新华社 记者 谭谟晓尧 董峻 圆月 员缘日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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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

建立与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当前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旋律。然

而要实现和平共处，共同发展需要各国的

政治意愿和国际法的保障。随着经济全球

化和多边贸易的迅速发展，现行贸易体制

需要一套公平、合理、透明的国际贸易规

则。建立一个以规则为基础而不是以权利

控制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实现多边贸易发展

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以及实行国际贸易法

治重要的一步。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揽子 60个国际贸易

协定是国际贸易领域最广泛，也是国际贸

易领域的唯一体系。160个成员都以世界

贸易组织规则发声，来证明自己的贸易政

策正确。而小国则可以通过结盟来对抗大

国，并且利用国际贸易规则来挑战大国。

世界贸易组织为解决多边争端，提供了程

序性和组织化的工具，各经济体承认这些

工具的效力。由于“约定必须遵守”是公

认的原则，条约不仅可以帮助成员实现政

治意图，而且可以帮助成员建立实现政治

意图的稳定预期。条约作为工具及其拥有

的效力，对于大国或小国，发达经济体或

发展中经济体都是一视同仁。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是比较客观

的。世界贸易组织作为有约束力的排他性

的国际条约对 160 个成员有强制约束力，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一旦加入该组织都承认

WTO法具有程序上和组织上的效力，这就

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

所在。

中国于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进程，

使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并成为其中积极

一员。国际法成为推进这一目标的重要工

具。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受益者，也是

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建设者、

维护者。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并且

缔结了一系列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

由此形成的一套公平、非歧视和透明的国

际贸易规则为中国的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提

供了稳定和可预测的国际法律环境，使中

渊叶当代世界曳 作者院 张月姣 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成员袁 清华大学尧 汕头大学教授冤

来源院 人民网-国际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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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际贸易突飞猛进地发展。中国已经成

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多边贸易体制

与双边贸易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多边贸易

体制提供法律框架和制度平台，通过双边

贸易从事实际交易和往来，使企业实际受

益。当企业在双边贸易中受到进口国政府

政策不公正的待遇时，也可以通过其本国

政府告到WTO的争议机构解决，促使进口

国政府修改其不符合WTO 规定的贸易措

施。从而多边贸易体制为双边贸易提供法

律保障。多边贸易规则也是从很多双边的

或区域的自由贸易规则的共识与协议扩展

到多边。因此发展多元化的双边或区域的

紧密贸易关系也是建立和维护多边贸易体

制的基础。

目的与宗旨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布雷顿森林

召开的世界金融大会的产物，关税及贸易

总协定（GATT） /世界贸易组织（WTO）、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誉为世界

经济三大支柱。GATT/WTO的宗旨是提高

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

和有效需求的大幅稳定增长以及扩大货物

和服务的生产及贸易，同时保护和维护环

境，保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最不发

达的国家，在国际贸易增长中获得与其经

济发展需要相当的份额，通过达成互惠互

利安排，实质性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

消除国际贸易关系中的歧视待遇，决定建

立一个完整的、更可行的和持久的多边贸

易体制，决心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

则，并促进该体制目标的实现。

GATT/WTO 一直力图通过降低关税、

去除贸易壁垒、提高贸易法规透明度、为

贸易谈判提供论坛、创设贸易争端解决机

制等方式为消除贸易壁垒和发展贸易的同

时保障成员的权利和人民的福祉提供支持。

事实证明，依照公平、公正、透明的规则

进行的国际经贸活动，能够跨越东、西方

的意识形态分歧，消除歧视，促进国际贸

易的发展与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建立一个

公平、公正、开放、有序和包容的以规则

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有利于缩小南、

北方经济差距，消除贫困，以便实现联合

国的千年发展目标。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

GATT/WTO与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的执行手段和方法不同。世界银行是通

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或中长期贷款用

于消除贫困。20世纪 60 年代起，世界银

行也发起设立了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

（ICSID）为发展中国家的海外投资提供非

商业保险的投资担保机构 （MIGA）。

GATT/WTO是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制订国

际贸易规则，审议各成员的贸易制度，多

边解决贸易争议和技术合作，向发展中国

家提供差别和优惠的待遇实现 GATT/WTO

总则确定的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制

定国际货币政策，协助成员国实现外汇收

支平衡，为有财政困难和金融危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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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紧急金融支持。在全球治理中如何发

挥这三个国际经济支柱的作用是一个亟待

解决的问题。三个国际机构的总则基本上

是为消除世界贫富差距，寻求可持续和平

发展，这与联合国宪章是一致的。但是如

何解释总则，如何执行既定方针，如何发

展这三个在国际经济领域重要的国际组织

是各成员国谈判和博弈的过程。这种博弈

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培养一大批国

际金融、投资、贸易和国际法、国际关系、

国际经济的专家在该组织内的改革中发挥

作用，发出中国声音和引导作用是建立与

维护多边体制的关键。

多边贸易谈判

WTO是 GATT八轮多边贸易谈判的产

物。WTO所达成的六十多个一揽子协议反

映了一百多个成员政府的政治意愿和世界

各种法律体系的贡献。WTO的制度设计匠

心独运，与其他世界经济组织不同，WTO

并非完全由成员的实力导向，而是由规则

导向，这使WTO往往将权力斗争、利益博

弈与意见分歧导入法治轨道，通过艰难的

多边贸易谈判，制定了比较完整的贸易规

则，被誉为“世界贸易宪章”。第八轮乌拉

圭回合谈判使 GATT从货物扩大到服务贸

易，就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与贸易有

关的投资措施进行谈判。这些新议题亦称

“三驾马车”，是发达国家在其跨国公司主

使下纳入乌拉圭回合的一揽子谈判议题。

中国政府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观察

员，派笔者参与了乌拉圭回合的最后谈判，

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 1991年 12月 17—20

日在日内瓦召开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

协议草案的十个发达国家与十个发展中国

家的乌拉圭回合的最终谈判。乌拉圭回合

初始，发展中国家反对这些新议题如“知

识产权”纳入乌拉圭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

发展中国家认为，知识产权已经有很多国

际公约，如保护版权的伯尔尼公约，关于

专利的巴黎公约，保护商标的马德里协定

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等关于知

识产权的国际机构。不应该将知识产权纳

入以货物贸易为主的 GATT。发达国家强调

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密切联系，发达国家

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已经占其贸易总

额的 75%以上。另外发达国家认为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没有类似 GATT 的贸易报复手

段即“没有牙齿”，因此主张必须将知识产

权纳入 GATT。之后，发展中国家从其发展

长远利益考虑，改变了谈判策略，变被动

防御为积极参与和主动出击。因为乌拉圭

协议是一揽子协议。其中关于取消纺织品

配额和农业协议等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另

外，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保护和吸引知识

产权的投资是发展中国家脱贫和经济发展

的重要推动力。与其让发达国家单方面达

成一个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知识产权协议，

不如发展中国家参与谈判,争取达成一个比

较公平的协议。再加上当时美国严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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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国内贸易法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特殊

301”条款，已经将中国、印度等国列入对

美国的知识产权未给予“充分有效”保护

的“重点国家”黑名单，美国随时可以对

在黑名单上的重点国家采取单方面贸易报

复。如果将知识产权纳入 GATT，美国则不

可以采取单方面的贸易报复措施。多边贸

易体制对发展中国家是一个保护伞。乌拉

圭回合对知识产权提高了保护水平：对计

算机软件视为著作权保护 50年，专利保护

期由 15年提高到 20年，对农业、化学药

品给予专利保护。但是发展中国家坚持保

留对专利的强制许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

国家技术援助、最不发达国家有更长的过

渡期等条款。事实证明，保护知识产权促

进了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科技发展。

2014年中国的专利申请已经占世界专利的

三分之一。仅以华为公司为例，该公司拥

有 4万项专利，研究与开发费用占其收入

的 12%，世界领先。由于计算机软件的保

护，中国 IT技术迅速发展，带动中国的网

购，互联网贸易成为世界领先。乌拉圭回

合的成果之一是取消纺织品配额，便利中

国的服装、鞋帽大量出口。

1995年 1月 1日，一个具有国际法人

资格的世界贸易组织WTO 成立。2001年

发起的多哈回合谈判被视为“发展回合”。

部长会议作出决议，对为保护人类健康、

可以治疗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的新药，应

鼓励该类专利的转让。2014年 12月 7日，

经过艰苦的谈判，巴厘岛部长会议就贸易

便利化达成一揽子协议。但是后巴厘岛协

议的落实也是一波三折，至今多哈回合谈

判未果。

在多边谈判中，谈判各方都是平等的。

而在双边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单枪匹马与

老牌的西方发达国家较量，其谈判实力往

往不敌美欧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单

独与发达国家谈判，很难说服发达国家的

谈判对手改变其不合理的要求。在多边谈

判中则不然，某个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可以

得到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与共鸣。

多边谈判对发展中国家是一个保护，能提

升发展中国家的谈判能力，迫使发达国家

调整其强硬立场。双边谈判中，发达国家

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中国有歧视。而在

多边关系中，各国不论强弱，必须执行非

歧视的原则，相互给予无条件的最惠国待

遇。中国加入WTO也是经过 15年的艰苦

谈判，所获得的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心的合

法与平等身份来之不易。中国应该坚持多

边贸易谈判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WTO 涵盖协议内容广泛，且具

有扩展性

早期 GATT 是货物贸易时代的产物，

其主要内容集中于关税减让，但经过数十

年的发展，WTO涵盖协议已经超越货物贸

易，深入到与贸易有关的投资、与贸易有

关的知识产权、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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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疫协议等领域，其内容也涉及到几

乎所有的贸易措施。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

次在如此大范围的经贸领域内达成多边协

议，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贡献不容低估。

WTO涵盖协议提供了国际贸易规则，使国

际贸易规则比较可预测,稳定且有连续性。

WTO全套的规则可以使数亿贸易经商者在

迅速发展的国际经济一体化中不被强食，

其权利与义务比较可预测，有一定法律保

障，减少了风险。中国加入WTO使美国修

改了其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年度审议

的瓦尼克修正案，使中美贸易关系正常化，

中美之间相互提供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

为中美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证。WTO

涵盖协议通过引入世界知识产权等一系列

国际公约，通过条约解释外延WTO涵盖协

议到其他国际法，例如国际环境保护公约、

保护稀有动植物公约等，使国际法可用于

WTO案件的法律分析。这也是WTO法对

目前碎片似的国际法的整合作出的贡献。

WTO是成员主导的国际组织，决策民主，

协商一致，一个成员一票，反映了国际法

主权平等的原则。但是由于决策程序漫长

和使全体一致同意很困难，这也为WTO涵

盖协议的修改与进一步扩展增加了难度。

WTO 争端解决机制具有专业性

和比较有效的执行力

这一机制充分借鉴了国际仲裁和诉讼

公约以及世界主要法律传统的司法经验，

融合了诉讼、仲裁与调解等多种争端解决

方式的元素，使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兼具

比较公平性与灵活性。自WTO争端解决机

制运行以来，迄今已经受理约 500个案件，

WTO成立年受理的案子是 GATT成立年受

理的案子数量的近一倍。WTO成为拥有准

司法职能的国际组织中受理案件最多、最

活跃的一个，使WTO 成为“有齿之虎”。

它的“齿”不仅表现在可以经WTO争端解

决实体（DSB）授权胜诉方向未履行裁决

的败诉方施行贸易报复, 每月两次的 DSB

大会上,败诉方必须向WTO 全体成员报告

其执行裁决的情况,从而使WTO全体成员

对未履行裁决的败诉方进行实时监督和施

加压力,迫使该成员履行WTO裁决。

WTO 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体

系。它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产物，它受制于

这一体系既有的结构和运行规律。这一结

构包括南、北之间的经济差距，以及由此

引发的利益分歧，这种分歧是导致多哈回

合难产的深层原因。尽管WTO框架通过复

杂的安排试图吸收世界经济体系不均衡带

来的负面效果，但并不能够彻底改变它。

对于力图争取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经济

秩序的成员而言，不仅需要围绕WTO进行

耐心、细致的努力，也需要成员政府拿出

政治意愿突破障碍达成协议，尽早完成多

哈发展回合的谈判使命，使世界重建对

WTO的信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

制可以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如果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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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体制受损，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

将使发展中国家雪上加霜。

国际经贸新动向

自金融海啸之后，世界经济秩序在受

到冲击的情况下，处于深刻的变革之中。

在国际经贸领域，一些新的动向也引起人

们的注意和猜测。这些新的动向包括以下

几点。

第一，区域经贸合作高速推进。由于

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缓慢，一些新的议题转

而通过区域性的“小多边”谈判的方式加

以推进。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包括正在

谈判中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与《欧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

协议》 （TTIP），这些谈判中的议题都涉及

了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国有企业

等内容，将WTO协议提出的自由贸易水平

进一步拉高，但同时也将削弱非协议成员

国的国际竞争力。总体来看，世界正在出

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明显趋势。区域自由

贸易协定是WTO的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基石

条款的例外，被视为“灰区”。区域自由贸

易协定应该是透明的、开放的。不应损害

区外成员的既得利益。

第二，WTO框架下无法以多边方式达

成协议的内容，转而以诸边方式加以推进。

其中较为典型的是由美、澳发起的有 21个

成员国参与的“诸边服务贸易协议”

（TISA）的谈判，国际电讯协议（ITA）。

第三，在投资等领域，过去无法在

WTO框架下推进的内容，转而以双边谈判

方式取得进展。例如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正

在进行。但是也有一些国家例如澳大利亚

等国暂时中止了与外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谈

判。主要是因为对双边投资协议的条款解

释诸如：国家为公共利益管理投资的措施

如禁烟措施等是否违反了“国家对投资者

的公平公正待遇”的问题尚存争议等。

第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

在扮演受关注的角色。随着新兴经济体国

力的增强以及本国产业升级的需要，其立

场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例如，中国在投

资、知识产权和服务贸易等领域表现积极。

2013年，上海自贸区的成立显示出中国扩

大对外开放的决心，这无疑将对全球自由

贸易产生积极影响。2014年 APEC领导人

同意开启亚太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是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亚太自由贸易协定可以整合

亚太地区现有的 55个区域贸易自由协定，

将来也可以把其他有关联的区域贸易协定

容纳进来。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传

统意义上的南、北关系和南、南关系也将

出现某些调整，新兴经济体将与发达国家

之间寻找到更多的共同关注点，而新兴经

济体之间的竞争也在增加，这些新的局面

将进一步影响WTO。

WTO面临的新情况及建议
在时局变化之中，有一些学者对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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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景表示担忧，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快速进展将“架空”WTO，发达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之间新的分化将“拆散”WTO，

认为WTO自身的一些制度弱点将“削弱”

WT0。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目前区域性经贸协议取得的新

进展建立在WTO既有成就的基础上，而非

颠覆WTO的成果。作为WTO成员方在区

域经贸协议中提出的标准，不能达成低于

WTO项下的承诺，这意味着，区域经贸协

议只能是WTO协议的“升级版”。区域自

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要向WTO通报。WTO

应该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进行监督。此外，

与区域性经贸协议不同，WTO是一种全球

贸易规则框架，这种框架具有普遍适用性，

将为跨区域之间的经贸合作提供平台，这

是区域性经贸协议无法取代的。事实证明

WTO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在国际金融

危机的情况下遏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死灰

复燃。WTO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与信

赖。其成员 160个国家和单独关税区无条

件接受WTO的管辖。WTO是不可能被拆

散的。

其次，在多哈回合中，发达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较大，这必然增加

WTO谈判的难度，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发

展中国家谈判实力和技巧的改善，以及自

身经济地位的提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

本身亦是WTO的一种成就。但随着WTO

成员的增加，谈判议题日趋广泛，已足以

引起人们对它不堪重负的担忧。在这一局

面下，保持WTO的稳健发展，增加发达国

家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最不发达国家的

援助，增加对贸易的扶持，支持发展中国

家的能力建设，坚定不移地维护和促进多

边贸易体制的发展是关键。

第三，当今世界国际组织的治理模式

并非一元，而是多元，且每种治理模式皆

非尽善尽美。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都存在这样或那样

的缺陷，改革的呼声都很高。但是，如何

更加合理地改善WTO，并非简单的问题。

首先WTO成员应坚持WTO 的基本原则，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歧视，坚定维护

WTO多边贸易体制。此外，呼吁改革的成

员和专家也有责任提出合理的改革构想。

作为“抛砖引玉”，笔者有几点建议:

（1）改善WTO的决策机制。建立类似联合

国常任理事国的决策机制。决策机制可以

由发达成员与发展成员搭配的 15—20个常

任决策成员组成，以决定日常重大政策的

落实和提出政策建议，供每两年的部长会

议决定。该常任决策成员可以每两年轮选

更换。（2）成立贸易便利化基金。联合国

曾通过决议要求发达国家每年提供相当于

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0.7%的捐款，支持发展

中国家消除贫困。多边金融机构包括世界

银行和区域开发银行的赠款或软贷款大部

分来自发达国家的赠款。另外多边金融机

构与 WTO 建立了支持贸易发展的合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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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多边金融机构应该把发达国家赠款的

一部分直接交给WTO使用，成立支持发展

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便利化

项目的实施的基金。（3）改善WTO争议

解决机制。增加对专家组成员的培训，扩

大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参与WTO解决争议。

扩大上诉机构的职能，比如在推翻专家组

报告的某些裁定后，上诉机构可以对涉案

事实进行补充审理，以便完成法律分析，

避免退回重审，从而降低当事方的诉讼成

本。通过部长会议授权，WTO争议解决也

可以受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争议，与贸易

有关的环境争议，以及 FTA的争议。（4）

WTO应该加强对区域自由贸易协议和诸边

协议谈判的监督和管理。WTO部长级会议

应该对解释与执行 GATT第 24条边境与区

域自由贸易协定条款作出决议，成立专家

组审议已经达成的区域自由贸易协议和诸

边协议并报告部长会议主要问题和方向。

迄今为止，WTO的涵盖协议主要延续

了发达国家为主制定的 GATT 和乌拉圭回

合谈判的一揽子协议。当时中国尚未恢复

在 GATT的席位。中国加入WTO以后由边

缘的观察员逐渐变成一个重要的成员。中

国应积极参与WTO规则的制定与修改，积

极参与贸易制度审议和多边解决争议。学

界对国际法、国际贸易法、WTO法、国际

司法的法理与实践的研究迫在眉睫。要在

WTO的各项职能中发挥作用，提高国家软

实力，人才是关键。

最后，人类历史表明，每一个国际组

织都要适应历史潮流，为提供就业、改善

人民生活、保持社会、经济可持续的发展

不断做出贡献。WTO如何面对挑战、不断

改革，使它决策效率提高，以便有能力将

人类的经贸活动推向更加有序、平等、繁

荣、活跃的程度，与此同时，也应对改革

的难度有清醒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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