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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简报

要闻简报

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召开国内外

消费品标准比对研讨会

4月 21—22日，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

组织召开了照明、家电、家具、纺织服装、

儿童用品等 5大类消费品的国内外安全标

准法规对比评估研讨会。会议由质检总局

标法中心主办，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承办。

广东、浙江、深圳、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山东省、福建省、青岛市标准化研究

院，杭州婴童行业协会，贝因美集团，杭

州鸿雁电器有限公司等相关专家参加。

会上，省标院院就照明产品的国内外

安全标准法规(TBT通报)对比情况进行了分

析。通过与美国、欧盟、中东 (沙特)、南

非、巴西、印尼等国家、地区的安全标准

法规(TBT通报)对比发现，我国部分安全要

求标准的适用范围已不能满足目前照明市

场的需求，特别是随着照明新技术的发展，

安全要求标准未能及时跟上。与美国相比，

安全要求的某些方面没有美国严格，且标

准体系与美国差别较大，这不利于我国照

明产品的向美国出口。同时，虽然安全要

求标准体现与欧盟一致，但标准更新速度

较慢，在内容方面也存在不如欧盟全面的

问题。与 IEC标准相比，安全要求标准修

订的速度也落后于 IEC标准，目前 IEC 标

准已经更新到了 2015年，我国还在用 5年

前的标准。

针对这些问题，省标院将进一步提出

相关意见和建议，一方面要吸收国外先进

标准，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照明电

器标准体系，从而更好地帮助我国照明产

品的出口。

国际标准化委员会制定新的产品

比价标准

2016年 5月 4日，ISO专家最近旨在

成立单位定价工作委员会来制定一个有效

的标准。ISO项目委员会 ISO/PC 294现在

已经开始在国际标准的指导下工作，将建

立单位定价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如知名度、

准确性、一致性和均匀性等。委员会的主

席约翰解释说：“新标准将更加容易比较

产品，为消费者和零售商之间给出一个竞

争优势。该标准将为全球消费者节省数百

万美元，并增加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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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 总第 145期 要闻简报

时也有利于提高零售商的潜力。”该标准可

能于 2017年后期出版。

在价格敏感的现实生活中，能够快速

的比较价格，实际上是一个日益增长的消

费需求，因此开发信的标准对于每单位的

定价会有所帮助。

我国发布轻便摩托车污染物排放

限值及测量方法

2016 年 4 月 28 日，为贯彻《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发》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轻便摩托车污染

物排放对环境的污染，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制定了本标准。具体

如下：

1. 本标准规定了轻便摩托车排气污染

物、蒸发污染物的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以及曲轴箱排放要求、污染控制装置的耐

久性和车载诊断（OBD）系统的技术要求。

2.本标准 I型试验、II型试验修改采用

全球统一技术法规《装用点燃式或压燃式

发动机的摩托车的气体排放污染物、二氧

化碳排放物以及发动机燃油消耗的测量程

序》 （GTR No.2）、欧盟法规《关于二轮、

三轮和四轮车辆的批准及市场监督》 （No.

168/2013） 和 《欧 洲 议 会 及 理 事 会

168/2013指令附录 5（A）的关于二轮、三

轮和四轮车辆的环境及动力性要求的增补

法规》 （No.134/2014）

3. 本标准是对《轻便摩托车污染物排

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公况法，中国第 III阶

段）》 （GB 18176-2007）和《摩托车和轻

便摩托车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

方法》 （GB 20998-2007）的修订。

4. 本标准对《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排

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双怠速

法）》 （GB 14621-2011）中型式检验和生

产一致性检查排放限值部分进行了修订。

自本标准发布之日起，即可依据本标

准进行型式检验。自 2018年 7月 1日起，

凡进行型式检验的轻便摩托车应符合本标

准要求。

中国乳业最严标准出炉

4 月 21 日，中国农垦乳业联盟 2016

年主席联席会暨农垦乳业发展峰会在哈尔

滨召开，会议发布了《中国农垦生鲜乳生

产和质量标准》。

新标准与我国现行标准相比，菌落总

数调整到与欧美标准一致，从每毫升 200

万 CFU 以下调整到每毫升 10 万 CFU 以

下，并将我国现行标准中没有反映奶牛乳

房健康水平的体细胞数首次纳入进来，标

准为每毫升 40万个以下，高于美国的国家

标准。

中国农垦乳业联盟是一个集合了全国

奶牛养殖精英、乳品企业、科研院所的产

业联盟，运作方式是政府指导与市场主导

相结合。按照乳业联盟制定的“中国农垦

生鲜乳生产和质量主要指标”，菌落总数每

毫升要小于 10万 CFU，体细胞数小于 40

万个。除了更严格的菌落总数指标、体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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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数指标，乳业联盟还对乳蛋白率做出了

规定：相比 2010国家生乳标准的 2.8%，乳

业联盟将乳蛋白率提高到 3.0%，而这个指标

目前已经达到了国际生鲜乳的优质标准。

新标准提高乳蛋白率指标，对于我国

奶源质量的提升，弥补过去我国在生鲜乳

质量指标方面的不足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

《户外运动服装冲锋衣》 国家标

准正式发布

2016 年 4月 25 日，国家标准委发布

《户外运动服装冲锋衣》 (GB/T32614-2016)

国家标准。该标准对冲锋衣的安全、产品

基本性能、功能性指标做出了规定。将在

规范产品生产，保证产品质量，维护户外

运动爱好者的健康与安全等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同时，为了保护儿童健康，标准还

特别规定了适用于儿童的安全性要求。新

标准将于 11月 1日起实施。此外，为了保

护儿童健康，标准还规定了适用于儿童的

安全性要求，例如儿童上衣拉带安全要求、

童装绳索和拉带安全要求等。标准还规定

了冲锋衣产品的耐用性要求，包括起毛起

球、耐磨性能、撕破强力、裤子后档接缝

强力等，主要是考虑在一般的登山、穿越

等户外活动中，可能出现多种意外因素而

刮坏或损坏服装，从而影响服装的使用功

能和穿着美观性。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发布注册新要求

2016 年 4 月 25 日，ECHA 在其网站

上公布到 2016年 6月底，企业注册时需提

交一些新增信息，如毒性终点总结、在环

境中的暴露情况及 IUCLID 6版出台的一些

新要素。该要求只针对新增和更新的档案，

对之前提交的档案要求将于之后公布。以

下为关键内容：

1. 毒性终点总结：指的是在化学品安

全评估中那些与毒性终点最直接相关的研

究结果，这些公布的毒性终点总结能让注

册者在其提交的档案中，以简明扼要的形

式突出其关键的研究结果。

2. ECHA也将公布有关毒性终点总结

的相关信息，包括安全使用条件。企业如

要求对其暴露情况进行保密，请在提交更

新文件前仔细审核自己档案的相关信息。

如果没有要求保密，将会得到 IUCLID 第

1.1节中其它的标识信息，今后对每一项研

究的可靠性评分都会进行公布。

3. 新增要素：新成份类型，包括其边

界组份，注册物质的纳米结构，提供一套

精简的信息要求(附录 III)卷宗。

欧盟修改食物法案上有关健康和

营养的法规

2016 年 4月 28日，欧盟食品安全局

发布了新的有关食品营养与健康的法规:

1.法规（EC） 1924 / 2006规定所有食

物如果不是在食品安全局监管下的全部列

为禁止食物，并且列出了相应的罚单。

2.法规（EC） 1924 / 2006还说明了经

营者去申请相关证书时必须国家安全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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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而该部门则直接对食品安全局负责。

3. 当局在收到有关申请时不能延误，

必须及时通知国家安全委员会，并附上具

体情况。

4. 此项法规的提出是建立在畜牧业，

种植业和食品加工行业的多项科学调查数

据得出的。

欧盟在面包等产品中的丙酸及丙

酸盐使用规定更改

2016 年 5 月 2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

(EU)2016/683，修订 (EU)No 1333/2008 号

食品添加剂法规附件Ⅱ中，表格 E中食品

类别为 07.1面包和面包卷中丙酸及丙酸盐

的使用，具体如下：

欧盟拟修订食品接触材料法规，

大幅收紧 BPA迁移限量要求

2016年 5月 3日，欧盟向世界贸易组

织(WTO)成员国通报其将要出台的一份法

规草案。欧盟委员会有意通过此法规将双

酚 A(BPA)管控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与食品接

触的涂层和清漆，且大幅收紧现有法规

（EU） No 10/2011 中 BPA 迁 移 限 量

（SML）要求（详见下表）。需要注意的是，

欧盟已于 2011年 3月 1日起禁止制造商在

婴儿奶瓶中添加 BPA，此修订草案不影响

婴儿奶瓶的 BPA禁用要求。

欧盟修订氟啶虫酰胺等五种农药

残留限量

2016 年 5月 10日，欧洲食品安全局

对 2016/71法规原文第 17页的附表进行修

订，内容涉及氟啶虫酰胺、粉唑醇、抗蚜

威、丙硫菌、伏虫隆 5 种农药残留限量，

具体见下表：

要闻简报

E号 名称
最大
使用量
（mg/kg）

限制 /例外

E 280-283
丙酸及
丙酸盐

3000
只用于预包装面包
和黑面包片

E 280-283
丙酸及
丙酸盐

2000

只用于低热量面
包，部分烘烤简装
面包，预包装面包
卷、玉米面圆饼、
皮塔饼

E 280-283
丙酸及
丙酸盐

1000 只用于预包装面包

标准 范围
BPA迁
移限量

生效时间

（EU)
No10/2011

与食物接触的塑
料材料和物品

≤ 0.6
mg/kg

2013年 1月
生效

修订草案

与食物接触的塑
料材料和物品

≤0.05
mg/kg

拟 于 2017
年 3月生效

与食物接触的有
机涂层和清漆

≤0.05
mg/kg

拟 于 2017
年 3月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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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残留限量（mg/kg）

氟啶虫酰胺 粉唑醇 抗蚜威 丙硫菌 伏虫隆

坚果类 0.06 0.02 0.02 0.02 0.02

根茎类蔬菜
0.03（ 土 豆
0.09）

0.01（甜 菜 根
0.06）

0.05

0.1（土豆 0.02，
热带根茎类蔬
菜、芹菜、菊
芋、水萝卜及其
他 0.01）

0.01（ 土 豆
0.05）

鳞茎类蔬菜 0.03 0.01
0.01（大蒜、洋
葱 0.1）

0.01（洋葱、青
葱 0.05）

0.01

果菜（茄科）
0.03（番茄、茄
子 0.5， 甜 椒
0.3）

0.01（番茄 0.6，
甜椒 1）

0.5 0.01 1.5

果菜（皮可食葫芦科） 0.5 0.01 1 0.01
0.5（ 小 黄 瓜
1.5）

果菜 （皮不可食葫芦
科）

0.4 0.01（瓜类 0.2）
0.01（瓜类 0.4，
南瓜 1）

0.01 0.01

果菜（甜玉米） 0.03 0.01 0.05 0.02 0.01

其他果菜 0.03 0.01 0.01 0.01 0.01

甘蓝类蔬菜
0.03（球芽甘蓝
0.6）

———

0.01（花 类 甘
蓝、头菜、中国
白菜 0.5，球芽
甘蓝 0.6）

0.01（花类甘蓝
0.05，球芽甘蓝
0.1，头菜 0.09）

0.01（球芽甘蓝
0.5，头菜 0.2）

叶菜类、草药、食用
花卉

0.03（草药、食
用花卉 0.06）

0.01（草药、食
用花卉 0.02）

0.01
0.01（草药、食
用花卉 0.02）

0.01（草药、食
用花卉 0.02）

豆类
0.03（豌豆不带
荚 0.7）

0.01
0.01（豆类带荚
1.5，豆类不带
荚 0.7）

0.01 0.01

茎类蔬菜 0.03 0.01

0.01（刺 棘 蓟
0.2，芹菜 0.15，
茴香、大黄 2，
朝鲜蓟 5）

0.01（ 韭 菜
0.06）

0.01

菌类、藻类、原核生
物

0.03 0.01 0.01 0.01 0.01

干豆 0.03 0.01 0.2
0.01（ 大 豆
0.05，豌豆、扁
豆 1）

0.01

油籽油果
0.06（棉 花 籽
0.2）

0.02（ 花 生
0.15，油菜籽、
芥末籽、亚麻荠
籽 0.5， 大 豆
0.4）

0.02（亚麻籽、

罂粟籽、油菜
籽、芥末籽、亚
麻荠籽 0.05，葵
花籽、琉璃苣籽
0.1）

0.02（亚麻籽、

罂粟籽、芥末籽
0.09， 油 菜 籽
0.15，大豆 0.2，
亚麻荠籽 0.04）

0.2

要闻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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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修订阿维菌素的残留限量

要求

2016年 5月 2日，美国环保署发布最

终条例，修订部分产品中阿维菌素

(Abamectin)的残留限量要求，部分限量要

求如下：

要闻简报

谷物 0.03 0.01（大米 1.5） 0.05 0.01 0.01

茶、咖啡、香草、可
可和角豆

0.1
0.05（咖 啡 豆
0.15）

0.05（花、叶、
草药 10）

0.05 0.05

啤酒花 3 0.05 0.05 0.05 0.05

香料 0.1 0.05
0.05（种子香料
5）

0.05 0.05

猪
肉和脂肪 0.02，
肝、肾、可食内
脏及其他 0.03

肉、脂肪、肾、
可食内脏及其他
0.01，肝 0.1

0.05
肉和脂肪 0.01，
肝、肾、可食内
脏及其他 0.5

0.05
牛、绵羊、山
羊、马、其他养
殖陆生动物

肉 0.03， 脂 肪 0.02，
肝、肾、可食内脏及
其他 0.04

肉、脂肪、肾、
可食内脏及其他
0.01，肝 0.3

0.05
肉和脂肪 0.01，
肝、肾、可食内
脏及其他 0.5

0.05 家禽

肉、脂肪、肝、可食
内脏及其他 0.03，肾
0.02

0.01 0.01 0.01 0.05

奶、两栖和爬行
动物、陆生无脊
椎动物、陆栖野
生脊椎动物

0.02 0.01 0.05 0.01 0.05 蛋

0.04 0.01 0.01 0.01 0.05 蜂蜜及蜂产品

0.05 0.05 0.05 0.05 0.05

商品中文名称 商品英文名称 残留限量（mg/kg）

芹菜根部顶部 Celeriac,roots tops 0.05

韭菜干叶 Chive,dried leaves 0.02

韭菜鲜叶 Chive,fresh leaves 0.01

山羊 /绵羊 /马脂肪 Goat/sheep/horse,fat 0.03

山羊 /绵羊 /马肉 Goat/sheep/horset,meat 0.02

山羊 /绵羊 /马肉副产品 Goat/sheep/horse,meat byproducts 0.04

乳类 Milk 0.015

葫芦类蔬菜（组 9） Vegetable,cucurbit,group 9 0.005

果类蔬菜（组 8-10） Vegetable,fruiting,group8-10 0.07

除芸苔外的叶菜类组 4 Vegetable,eafy,except brassica,group4 0.1

块茎和球茎蔬菜，亚组 1C Vegetable,tuberous and corm,subgroup01C 0.0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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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总第 145期

美国发布电子烟物质标准

2016年 5月 9日，美国疾病控制和预

防、健康安全署发布了G/TBT/N/USA/1008/

Add.1号通报，根据第R384-41510条澄清

规定，可理解为零售商在购买电子烟物质

后 2年可使用该条文件的规定，具体内容

如下：

1. 要求的安全警告生命尺寸从主展示

面的 30%减少到 20%。

2. 产品最高许可尼古丁含量从每容器

240mg增加到 360mg。

3. 最高尼古丁浓度保持240mg/ml不变。

4. 要求在所有的电子烟物质容器中增

加“防止儿童开启包装”的部分增加内容

（新的内容借鉴了即将实施的联邦标准，承

认了最近签署的联邦层面的“儿童尼古丁

中毒防治法”）。

5. 做出非实质性的语法修改。

美国修订氟唑菌酰胺的残留限量

2016 年 5月 10 日，美国环境保护署

EPA 发布最终条例，制定了氟唑菌酰胺

(Mefenoxam)在多种产品中的残留限量。条

例于发布之日起生效，反对或有听证要求

的按 40 CFR§178的说明在 2016年 7月 5

日前提交。具体限量如下：

加拿大对啶酰菌胺的最大残留限

量拟修订

2016年 4 月 22 日，加拿大卫生部有

害 生 物 管 理 局 (PMRA) 分 别 发 布

G/SPS/N/CAN/1013号、G/SPS/N/CAN/

1014号、G/SPS/N/CAN/1015号、G/SPS/

N/CAN/1016 号 通 报 ， 对 通 知 文 件

PMRL2016-12、PMRL2016-13、PMRL2016

-14、PMRL2016-15中分别列出的有关国

内农药啶酰菌胺、唑菌胺酯、唑草酮、苯

醚甲环唑的最大残留限量(MRLs)列表进行

广泛咨询，以下为啶酰菌胺、唑菌胺酯、

唑草酮、苯醚甲环唑的最大残留限量

(MRLs)：

澳洲对多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进

行修订

2016年 5月 3日，澳大利亚农兽药管

理局发布消息：将对《澳新食品标准法典》

第 1.4.2 章 《最大残留限量标准》 进行修

订，取消了芸薹属类蔬菜、结球甘蓝、花

球类芸薹属中联苯菊酯，茄子、甜椒、番

茄叶菜中双炔酰菌胺农兽残限量，并且新

要闻简报

产品名称 限量要求（ppm）

牛，山羊，马的脂肪 0.06

牛，山羊，马，绵羊肉的副产品 0.04

蛋，奶 0.01

禽脂肪，禽肉及其副产品 0.01

除草剂 /
杀菌剂

MRL
（ppm）

未加工农产品（RAC）和
/或加工农产品

啶酰菌胺 6.0 比利时苣荬菜

唑菌胺酯 4.0 比利时苣荬菜

唑草酮 0.1 啤酒花（干）

苯醚甲环唑 4.0
CSG 13-07B （浆果），醋
栗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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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拟修订环菌酰胺等的最大残

留限量

2016 年 5 月 10 日，日本厚生劳动省

（MHLW）分别发布 G/SPS/N/JPN/457号、

G/SPS/N/JPN/458 号 、 G/SPS/N/JPN/459

号、G/SPS/N/JPN/460、G/SPS/N/JPN/

461、G/SPS/N/JPN/462号通报，拟修订食

品安全法案下的食品与食品添加剂标准与

规范中有关环酰菌胺、吡氟禾草灵、氟吡

菌酰胺、仲丁威、氟苯达唑、氟苯尼考的

最大残留限量（MRLs）。

韩国提出食品标签法

2016年 5月 2日，韩国食品与药品安

全部出于食品安全、保护人类免收动植物

中有害生物的危害的目的，颁布了

G/SPS/N/KOR/534号法案，该食品标签法

的主要内容如下：

1. 通过整合食品卫生法、畜产品卫生

管理法、功能性保健食品法三大法律来完

善标签中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可预测性。

2. 通过明确的规定，来满足广大消费

者的需求与了解，促进满意公平，以防止

要闻简报

增部分限量。

农兽药种类 商品中文名称 商品英文名称 最大限量(mg/kg)

地考喹酯
Decoquinate

鸡肾 Chicken kidney 0.8

鸡肝、鸡脂肪 /皮 Chicken liver、Chicken fat/skin 1

鸡肉 Chicken meat 0.5

联苯菊酯
Bifenthrin

芸薹属类蔬菜、结球甘蓝、
花球类芸薹属

Brassica (cole or cabbage) vegetables,
head cabbages, flowerhead brassicas

1

芹菜 Celery 0.01

苯醚甲环唑
Difenoconazole

棉籽 Cotton seed 0.05

马拉硫磷
Maldison

黄瓜 Cucumber 3

蔬菜[除豆类(干)；菜花；甜
菜；黄瓜；果菜类蔬菜(葫芦
科除外)；豌豆；块根和块茎
蔬菜；葱；萝卜]

Vegetables [exceptbeans (dry);cauliflower;?chard;
cucumber;fruiting vegetables,other than cucurbits;
garden pea;kale;kohlrabi;lentil (dry);onion,Welsh;
root and tuber vegetables;shallot;spring onion;
turnip,garden]

2

乙基多杀菌素
Spinetoram

棉籽、豆类 Cotton seed、Pulses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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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或夸大的标签、广告。

3. 废除关于婴幼儿食品、特殊设计的

减肥食品、保健食品标签和广告的部分现

行规定。

新加坡发布了汽油和柴油质量参

数法规

2016年 5月 9日，新加坡国家环境署

（NEA） 发布了 G/TBT/N/SGP/27 号通报，

在参考了欧盟指令 2009/30/EC、澳大利亚

燃油质量标准法 2000 和美国环保署

（USEPA）燃油质量法规的基础下，提出下

列汽油和柴油质量参数，具体见表 1：

立陶宛发布酒精饮料标签要求

草案

2016 年 5 月 9 日 ，立陶 宛发 布

G/TBT/N/LTU/28通报，发布酒精饮料标签

要求草案。该草案规定，预包装销售的酒

精饮料的所有包装单位应当随附酒精对怀

孕妇女有害影响的图片警语，并列举警示

规定图形的例子，制定关于酒精饮料标签

与上述警语图片的规则。

印度尼西亚更新婴儿用品国家

标准

2016年 5月 17，印度尼西亚工业部第

07/M-IND/PER/2/2014 号法令正式生效，

实施的印尼国家标准要求婴儿服装强制性

检测。实际上，法令中印尼工业部第

33/M-IND/PER/5/2014 号法令中制定的外

国实验室的有效期为 2年。因此从 2016年

5月 18日开始，外国实验室将不被允许进

行 SNI测试，所有的认证测试必须在经批

准的当地实验室完成。

所有在印尼进口或生产、分销和销售

参数 单位
现值

生效日期
最低 最高

硫 ppm - 10 2017年 7月 1日

四乙铅及类似铅化合物 g/L - 0.005 2017年 7月 1日

烯烃 Vol% - 1 2017年 7月 1日

苯 Vol% - 22 2017年 7月 1日

拥有 5个或更多碳原子醚的形式的氧化物 Vol% - 3.7 2017年 7月 1日

37.8℃的瑞德气压力 kpa - 60 2017年 7月 1日

以下温度下蒸发的组分：100℃

150℃

VOL%

VOL%

46.0

75.0

-

-
2017年 7月 1日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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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婴儿服装必须贴有 SNI认证标识(SNI标

签产品认证，SPPT SNI)。SNI认证标识必

须由经印尼国家认可委员会认证和工业部

指定的产品认证机构(LSPro)签发。证书必

须证明产品符合 SNI 7617:2013要求，SNI

标识必须贴在每个产品易于接触的区域。

具体要求如表格一所示：

台湾发布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

包装标示相关规定

2016 年 4月 25日，台湾、澎湖、金

门和妈祖的关税区宣布，日期为 2015 年

10月 14日（G/TBT/N/TPKM/219）的食品

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装标示相关规定现已

定稿，标准的最终版本于 2017年 7月 1日

起开始生效。具体内容如下：

1. 本规定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第二十

六条第八款规定而制定。

2. 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装，应注

明“供食品接触用途”或等同意义字样。

3.食品接触面含塑胶材质的食品器具、

食品容器或包装，应注明其为供重复使用

或供一次使用，或等同意义字样。

食品接触面含聚氯乙烯（PVC）或聚偏

二氯乙烯（PVDC）材质的视频器具、食品

容器或包装，应注明勿与高油脂且高温的

食品直接接触或等同意义的警示语。

受限制的有害化学品 婴儿服装要求

致癌物质染氮染料 不能超过 b

甲醛含量 不能超过 c

萃取金属含量

镉 <0.1毫克

铜 <25毫克

铅 <0.2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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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垒资讯

（一） 美国 G/TBT/N/USA/1124

号通报，某些商业和工业设备节能计

划:商用热水器的测试程序

美国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办公室

(OEERE)和能源部(DOE)于 2016年 5月 12

日发布通报标题为“某些商业和工业设备

节能计划:商用水加热设备的测试程序”的

通报法规。处于环境保护的目的，美国能

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办公室(OEERE)和能源

部(DOE)在经修正的 1975年的能源政策与

储备法(EPCA)基础上，提出修改商用水加

热设备、未焙烧热水储存罐和热水供应锅

炉 （后被称为“商业水加热 （KWH） 设

备”）的测试程序。规则通知的变化包括：

1. 参照纳入最新的行业标准版本更新行业

测试参照标准；2. 建议对某些类别的设备

CWH修改现有的测试方法；3.开发新的测

试程序，用于确定未烧热水储存罐、商用

热泵热水器和流激活瞬时热水器的效率；4.

提出各种类别的设备 CWH 在测试设置的

说明；5. 修改 CWH 设备认证要求；提出

相关的实施细则，包括定义。此外，美国

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办公室(OEERE)和能

源部(DOE)提出修订 2016年 5月 9日联邦

纪事（FR）第 81卷第 28587 页和联邦法

规法典（CFR）第 10编第 429、430、431

部分。

早在 2015年 7月 20日，美国能源效

率和可再生能源办公室(OEERE)和能源部

(DOE)关于“能源节约计划：预清洗喷雾阀

节能标准”的 G/TBT/N/USA/1009 号通报

就旨在能够节约大量能源，逐渐规定了各

类消费品及某些商业和工业设备能源节约

标准，比如此次对商用水加热设备为对象

的商业和工业设备又提出能源节约标准及

其实施，将对出口美国的商业和工业设备

的我省相关出口企业产生持续性和强制性

影响。为此，我省相关企业生产的电热快

速热水器、储存式热水器、浸入式液体加

热器、水源热泵、商业燃油储水式热水器、

电气空间加热器及土壤加热器、电热的理

发器具(例如电吹风机、电卷发器、电热发

钳)及干手器、电熨斗、其它家用电热器具、

加热电阻器等都要做好应对准备。

（二） 日本 G/TBT/N/JPN/527 号

通报，无线电设备相关法规的部分

修订

日本国际事务外交部于 2016年 5月 3

壁垒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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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布通报标题为“无线电设备相关法规

的部分修订”的通报法规。该修订案出于

为增加频道以满足日益增多的无线电频率

的使用和制定机器人新应用两大原因，修

改原无线电法规(1950版 No.131号)中条目

4有关该系统的法规。

无线电设备一直占据船舶配套设备出

口产品结构的首位，根据海关最新统计，

就出口目的国来看，2015年出口额超过 1

亿美元的出口目的地有 7个，分别是美国、

日本、韩国、我国香港、印度尼西亚、墨

西哥和波兰。其中，向美国出口 4.96亿美

元，占比 16.4%，增速达 16.3%。向日本

出口 2.69亿美元，占比 8.9%，浙江省是

全国出口额超过 1 亿美元的 7 个省之一。

因此，该通报的实施对我省无线电设备生

产企业和出口企业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同

时也给相关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该修

订案的目的十分明确：一是增加频道以满

足大量使用无线电频率的需求：二是为制

定各种机器人新用途技术法规。说明日本

市场对于无线电设备的需求具有较大的增

长空间。

(三 ) 韩国 G/TBT/N/KOR/644 号

通报，食品标签法提案

韩国食品药品管理部 （MFDS） 于

2016年 5月 4发布了名为“食品标签法提

案”的通报法规，为了回应韩国食品药品

管理部 （MFDS） No.2016-155 公告和保

护消费者和促进公众健康，保护人类健康

安全，防止欺诈行为和消费者保护。韩国

食品药品管理部（MFDS）提出此项法案要

求：1.通过合并 3个法案（即食品卫生法、

畜产品卫生控制法、功能保健食品法）及

其它相关通报中规定的涉及标签和广告的

所有规定改善行业和消费者评估相关规定

的可预见性和可行性；2. 撤销关于婴儿食

品、控制体重特殊食品及健康食品标签和

广告评审的现行规定；3. 满足消费者知情

需求，通过澄清规定促进公平贸易，防止

错误或夸大的标签或广告。

中国 -韩国自贸协定（FTA）于 2015

年 12月 20日实施第一步降税以来，中国

对韩国食品出口量大幅增长，但早在 2015

年 10月，韩国食药厅颁布了《进口食品安

全管理特别法》 和 《农药肯定列表制度》

其中，《进口食品安全管理特别法》将于

2016年 2月正式实施，《农药肯定列表制

度》将于 2016年 12月起在三年内全面实

施。《进口食品安全管理特别法》将目前

韩国涉及进口食品安全管理的法令进行了

整合，加大了对进口食品安全的管控力度

和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按照新法规定，

针对出口食品到韩国的海外生产商，将建

立提前登录制度，强化现场检查。同时，

将实施“海外优秀生产单位”注册制度，

并根据进口履历及国内外危害情报对进口

企业及产品进行区分等级管理。此外，在

《农药肯定列表制度》法规颁布之前，韩国

已经制定了 7261 项农药限量标准，包括

441项农作物用农药、78项人参用农药和

83项畜产品用药。按照该法要求，韩国将

对除此之外的其他农兽药按“一律标准”

壁垒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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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管理。届时，我国现行使用的大部分

农兽药也将纳入查验范围。

《进口食品安全管理特别法》和此次食

品标签法提案的实施将对我省农产品出口

韩国产生一定的影响，早在 2014年台州辖

区向韩国出口食品 5000 余吨，货值超过

2000万美元，主要品种有冷冻水产品、海

水养殖鱼、保鲜西兰花和桔子罐头，2014

年台州辖区对韩出口保鲜西蓝花 368.87

吨。《进口食品安全管理特别法》和此次

食品标签法提案的实施，将会提高台州食

品对韩出口的门槛。因此，上述新法规和

法案实施后，韩国对生产企业的考察将更

加频繁，为此：1. 我省各出口企业应密切

关注两项法规的相关动态，加强与韩国客

户的沟通，及早做好应对准备；2. 企业应

主动“转危为机”，按照“海外优秀生产单

位”注册标准，提早开展申报注册，以便

新法规实施后在韩国口岸通关阶段获得更

多的便利；3. 应不断提高质量安全责任主

体意识和风险意识，加强从原材料到产品

出口的全过程管理，尤其要根据韩方新标

准要求科学规范使用农用化学投入品，更

好地保障对韩出口食品质量安全，确保对

韩食品农产品顺利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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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1日至 2016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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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电源、

木制积木、石膏板装卸机、折叠自行车、

除雪机、棘轮捆绑带、安抚奶嘴、角磨机、

婴儿背袋、电水壶等共计 14例，涉及产品

总金额高达 4,575.18万美元。召回原因主

要为火灾、窒息、砸伤、摔伤及触电等。

主要召回产品情况如下：

一、移动电源，此次被召回的产品英

文名称为 Rechargeable battery packs，涉

及 Brunton’s Impel 和 Impel 2便携式移动

电源，可为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

及其它设备进行充电。Impel电池外壳为深

灰色橡胶式带有橙色或蓝色边；Impel 2电

池外壳为浅灰色带黑色边。电池可插入 A/C

壁式插座输出口、12伏车载充电器或太阳

能电池板进行充电。电池长 7.5英寸，宽 7

英寸，厚 1英寸；锂离子电池输出有 16伏

和 19伏并带一个 USB口，Impel型输出则

是 12伏。召回的原因是该款锂离子聚合物

移动电源易发生过热，在使用时，有引发

火灾的风险。截至目前，Brunton Outdoor

公司已收到 2起移动电源过热并引发火灾

的报告，其中一起事故造成了$25,000 损

失，另一起事故烧毁了车库内设施，造成

了财产损失，同时，燃烧产生的烟雾影响

到了周围邻居。目前尚未收到相关人员受

伤报告。召回数量为 1,090个，损失金额

为 32.7万美元。

二、木制积木，此次被召回的产品英

文 名 称 为 ： Wooden Toy Blocks and

Giraffes，是一款 Flying Tiger Copenhagen

牌木质积木和木质长颈鹿玩具，The Twist

& Lock积木有蓝色，绿色，黄色组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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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红色，粉红色和黄色组合，货号为

1701354，The Twist & Lock长颈鹿玩具为

粉色和红色组合及黄色和橙色组合，货号

为 1701493。召回原因是该款木质积木上

的小部件，易脱落。一旦被儿童放入口中

吞咽，易造成窒息的危险。截至目前，

Flying Tiger Copenhagen 公司尚未收到相

关事故报告。召回数量为 1,000个，损失

金额为 0.3万美元。

三、石膏板装卸机，此次被召回的产

品是一款非电子产品，完全靠机械操作升

降石膏板材的可伸缩性装卸机，产品品牌

为 Performance Built，型号为 YTL 40203。

召回原因是该款石膏板装卸机在使用过程

中，会发生故障，造成石膏板的掉落，有

砸伤操作员的危险。截至目前， YTL

International, Inc.公司已收到 2 起事故报

告，尚未收到相关人员受伤报告。召回数

量为 19,700 个，损失金额为 492.5 万美

元。

四、折叠自行车，此次被召回产品英

文名称为 Tern folding bicycles，是一款

tern 牌折叠自行车，型号为 Eclipse S11i

and Verge S11i, X10, X20 and X30h。24英

寸的 Eclicpse型号自行车以银色 /黑色的颜

色组合出售；20英寸的 wheel verge型号

以银 /黑色，橙色 /白色，红色 /黑色和黄

色 /灰色颜色组合出售。自行车上管前端和

框架部分印有“tern”品牌名称，顶部管的

中间印有型号。召回原因是位于折叠自行

车上管铰链部分的车架，易出现折断,有造

成使用者摔倒的危险。截至目前，Stile

Products公司已收到 4起事故报告，造成

轻微擦伤、瘀伤和肩部扭伤。召回数量为

220个，损失金额为 105.6万美元。

五、除雪机，此次被召回的产品英文

名称为 Ryobi Brushless Snow Blowers，

是一款 40伏 Brushless牌除雪机，货号为

RY40802，产品有黑色和绿色并带有两个

LED灯，宽约 22英寸，高约 43英寸，产

品 型 号 为 RY40802, RY40802A 和

RY40822。召回的原因是该款除雪机在使

用时易出现过热，有引发火灾或灼伤的危

险。截至目前，One World Technologies

公司已收到 2起过热事故报告，尚无人员

受伤和财产损失报告。召回数量是 670个，

损失金额为 21.11万美元。

六、棘轮捆绑带，此次被召回的产品

英文名称为 Snap-on ratcheting tiedowns，

是一款 Snap-on牌渐变性绑带，每 4个一

个包装袋，长约 15英尺，用于将较重或体

积过大的物品固定在拖车、货车和手推车

上。绑带的机械部份是黑色的，带子是黄

色的，上面印有“Snap-On”字样，产品

码为 871343S。召回原因是该款棘轮捆绑

带的拉手在使用时会失灵，导致负载物坠

落，造成周围人员被砸伤的危险。截至目

前，Alltrade Tools公司已收到 1起事故报

告，尚无人员受伤报告。召回数量为

129,000个，损失金额达 258万美元。

七、安抚奶嘴，此次被召回的产品英

文名称为：LatchTM lightweight pacifiers

and clips，是一款 Munchkin’s Latch 牌轻

型奶嘴和奶嘴夹套装，奶嘴有五种不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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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颜色各异，有的款式带有能发声的小

珠以及花样圆点带子。召回原因是该款安

抚奶嘴上的金属装饰物，易从安抚奶嘴带

上脱落下来，若被婴儿吞咽，则会造成噎

塞危险。截至目前，Munchkin Inc.公司已

收到 10起事故报告，5起发生在美国，另

5起发生在加拿大，尚未收到人员受伤报

告。召回数量为 180,000个，损失金额为

234万美元。

八、角磨机，此次召回的产品是一款

Bosch牌 1380型 4.5英寸小型角磨机，日

期码从 502-511均在此召回范围内，召回

原因是该款角磨机在使用时会发生过热，

引起刷盖熔化并露出底部刷架，造成使用

者灼伤的危险。截至目前，Robert Bosch

Tool公司已收到 4起角磨机过热的问题报

告，尚无人员受伤报告。召回数量为

109,000个，损失金额为 1362.5万美元。

九、婴儿背袋，此次被召回的产品是

一款可将一个或两个婴儿置于照料者腰部

的婴儿背袋，适用于 10-45磅体重的婴儿，

召 回 的 产 品 批 号 包 括 23014024003,

01515026003, and 21615019001。召回的

原因是该款婴儿背袋腰部的搭扣，会意外

打开，从而造成婴儿从背袋中掉落下来。

截至目前，TwinGo公司已收到 13起事故

报告，10 起来自美国、1 起来自加拿大、

另 2起来自英国。尚未收到相关人员受伤

报告。召回数量共计 4,160 个，损失金额

约 89.44万美元。

十、手摇铃，此次被召回的产品英文

名称为： Rattles，是一款 Little Wishes

Chenille牌充填式摇铃，包括粉色和绿色鱼

儿样式摇铃，产品编号为 5141577及蓝色

和黄色鱼儿样式摇铃，产品编号为

5127642；摇铃为绳绒织物，里面有纤维物

充填，大小为 8.5×7英寸，中间有一切割

的开口。摇铃水洗标上印有“Reg. No.

PA-15130 (CN)” 和 “ Hobby Lobby

9123069”。召回原因是该款手摇铃上的接

缝处会张开，内部的纤维填充物，易被儿

童拿到。一旦填充物被儿童放入口中，则

易造成噎塞风险。截至目前，Hobby Lobby

Stores公司尚未收到相关事故报告。召回

数量共计 14,400个，损失金额约 10.08万

美元。

十一、奶嘴夹，此次被召回的产品英

文名称为 pacifiers holders，是一款 Little

Wishes Summer Plush牌奶嘴夹，包括蓝

鲸，产品编号为 5202601 和粉红色章鱼，

产品编号为 5725231。奶嘴夹为长绒布制

成，里面有纤维充填物，大小约 4.5×2英

寸，用一条约 10英寸缎带连着，缝合在正

面和背面的标签上印有“Hobby Lobby

9123069”字样。该产品于 2016 年 1 月

-2016年 4月在美国 Hobby Lobby商店销

售，售价约为 5美元 /个。召回原因是该款

奶嘴夹上鲸鱼的鳍和章鱼的头部，会发生

脱落。若被幼儿放入口中吞咽，则会引发

窒息的风险。截至目前，Hobby Lobby 已

收到 1起鲸鱼鳍脱落的事故报告，尚未收

到相关人员受伤报告。召回数量共计

12,900个，损失金额约 6.45万美元。

十二、奶嘴夹，此次被召回的产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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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名称为 pacifiers holders，是一款 Little

Wishes Summer Plush牌奶嘴夹，包括蓝

鲸，产品编号为 5202601 和粉红色章鱼，

产品编号为 5725231。奶嘴夹为长绒布制

成，里面有纤维充填物，大小约 4.5×2英

寸，用一条约 10英寸缎带连着，缝合在正

面和背面的标签上印有“Hobby Lobby

9123069”字样。该产品于 2016 年 1 月

-2016年 4月在美国 Hobby Lobby商店销

售，售价约为 5美元 /个。召回原因是该款

奶嘴夹上鲸鱼的鳍和章鱼的头部，会发生

脱落。若被幼儿放入口中吞咽，则会引发

窒息的风险。截至目前，Hobby Lobby 已

收到 1起鲸鱼鳍脱落的事故报告，尚未收

到相关人员受伤报告。召回数量共计

12,900个，损失金额约 6.45万美元。

十三、多连灯烛台，此次被召回的产

品英文名称为Menorahs，涉及到一款材质

为透明丙烯酸树脂的光明节多连灯烛台，

长宽高分别为 10.5×1.2×2.3，型号为

240-14-0169。召回原因是该款烛台在蜡

烛燃烧过程中，可能融化，存在火灾的危

险。截止目前，公司已接到 8起产品融化

的事故报告，包括 3起火灾，但未造成财

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召回数量共计 2,600

个，损失金额约 5.2万美元。

十四、儿童自行车头盔，此次被召回

的 产 品 英 文 名 称 为 Rollerblade inline

skating helmets，是一款带有磁性非夹式

下巴托带扣，适用范围为 1-3岁；头盔和

带子有各种颜色和设计形式；带扣上有小

塑料盖，内附有磁铁；头盔的正前方印有

“SCHWINN”字样，只有带有磁性非夹式

下巴托带扣的头盔才在此召回范围。该产

品于 2014 年 1 月 -2016 年 4 月在美国

Target店及网上销售，售价约为 18-25美

元 /个。召回原因是该头盔的下巴托带上的

磁性扣有一个小塑料盖和磁铁可能松弛脱

落，存在呛噎的危险，磁铁还可能被儿童

吞食。截至目前，Pacific Cycle已接到 3起

塑料盖松弛的相关事故报告，但未造成人

员伤亡。召回数量共 129,000 个，损失金

额约 277.3万美元。

十五、本月召回数量最多，损失金额

最高的产品是电水壶，此次被召回的产品

英文名称为： Rival brand electric water

kettles，是一款 Rival牌电热水壶，产品型

号为 WK8283CU and WK8283CUY，白色

塑料电热水壶包含一个加热底座和一个水

壶，水壶边上有一个标示水位的小窗，小

窗下面印有品牌名称：Rival。召回原因是

该款电水壶的加热元件在使用时，会出现

故障或破裂，有导致使用者烫伤或触电的

危险。截止目前，Walmart公司已收到 80

起相关事故报告，其中包括 8起烫伤事故

召回数量共 1,200,000 个，损失金额约

168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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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1日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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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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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纺织品与时尚、日

用电器与设备、厨房烹调配件、灯串与照

明设备、儿童护理产品及儿童设备等共计

60 例，其中排名前三的分别是玩具 （25

例）、服装纺织品类(9例)、日用电器与设备

类（9例）；召回的主要原因分别是化学危

害(22 例）、呛噎(14 例) 、触电 （13 例）、

受伤 /割伤害（9例）、火灾 /烧伤（4例）、

窒息 / 勒颈 / 被卡（4 例）、烫伤 （1 例）、

听力 /视力损伤（1例）和微生物污染（1

例）。具体分析如下：

一、玩具类

1. 玩具车轮胎铆钉释放的镍太高（测

量值达 2.63 μg/cm2/week），镍是一种强

过敏性物质，如果直接接触或长期接触，

可能导致过敏反应。

2. 玩具含有小部件（发声机械）易脱

落，如果被儿童放入口中，存在呛噎的危

险。

3. 小铲和勺子易破裂产生小部件，如

果被儿童放入口中，存在呛噎的危险。

4.娃娃的填充材料因某些接缝易裂开，

导致里面的填充纤维材料易被触及，如果

这些填充材料被儿童放入口中，存在呛噎

的危险。

5. 娃娃的塑料材料含有 DEHP（测量

值：粉色小马为 20%，以重量计，灰色小

马.1%），这种邻苯二甲酸酯可能危害儿童

健康，可能导致生殖系统损伤

6. 钓鱼杆的塑料部分易被打开而掉出

小部件磁铁，儿童可能将其放入口中，存

在呛噎的危险；而且如果儿童吞食磁铁和

其它金属物品，它们可能相吸导致肠堵塞

或穿孔。

7. 玩具含有易脱落的高能量磁铁，如

果儿童吞食磁铁和其它金属物品，可能相

吸，导致肠堵塞或穿孔。

8. 塑料包装袋太薄，如果儿童拿来玩

耍，塑料可能盖住儿童口鼻，导致窒息；

而且挂在肘部下面的衣服装饰性物品太长，

可能成为羁绊而致儿童受伤。

9. 玩具里的肥皂液含有嗜温需氧菌

（测量值达 130000 cfu/ml）；而且有一种型

号(ref. 1638) 还含有大肠杆菌 （测量值达

530 cfu/ml），当溶液与口、手、眼睛或吸

入可能导致接触性感染。

10. 娃娃脸部塑料材料含有 DEHP（测

量值为 24%，以重量计，），这种邻苯二甲

酸酯可能危害儿童健康，可能导致生殖系

统损伤。

二、服装纺织品类与时尚类

1. 风帽区域的拉绳，会成为儿童在各

种活动中的羁绊，存在勒颈的危险。

2. 短裤腰部区域的带子太长，可能成

为儿童各种活动的羁绊，导致受伤。

3. 皮革中铬(VI) 量太高（测量值达 8.7

mg/kg），铬(VI)是过敏性物质，可能触发过

敏反应。

4. 鞋垫中铬 (VI) 量太高 （测量值达

4.8mg/kg），铬(VI)是过敏性物质，可能触

发过敏反应。

5. 手套含有偶氮染料会释放过量的芳

壁垒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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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胺类 4-苯基苯胺（测量值为 84mg/kg）

和联苯胺（测量值为 714mg/kg），当产品

直接或间接多次与皮肤接触时，芳香胺可

能被皮肤吸收。芳香胺可致癌，致细胞突

变并影响生殖。

6. 颈部区域有末端活动的拉绳，腰部

区域也有未固定拉绳，可能成为儿童各种

活动的羁绊，导致勒颈或受伤。

三、日用电器与设备类

1. 充电器的初级线路与次级线路间绝

缘不足；转换器插脚无绝缘套，插插头进

可能触及插脚；转换器插头可能会出现单

脚插入的现象，留出另一个可能触及到的

带电插脚，这些均存在触电的危险。

2. 电插头可能被触及，器具的不锈钢

一边可能太热。存在触电的危险，这些均

存在烫伤和触电的危险。

3. 塑料材料无法抵御热，导致带电部

件可能被触及。

4. 可接触到的金属部件仅靠基础绝缘

与带电部件隔开，电源线无防扭曲保护，

导致电线松弛时可接触到带电部件而导电，

而且发生内部短路，荧光灯可能发生爆炸

而割伤使用者。

5. 内部电线可能过热着火，可接触到

的金属部件仅靠基础绝缘与带电部件隔开；

电源线无防扭曲保护，导致电线松弛时可

接触到带电部件而导电，而且发生内部短

路，荧光灯可能发生爆炸而割伤使用者。

6. 安全使用信息缺失，可能导致使用

者视力受损。

7. 系缆处未固定，电线可能脱开留下

可触及的带电部件。

8. 插入时可能只将一个插脚插入带电

插座，留出另一个可触及的带电插脚，如

果被作用者触及，可能导致触电。

四、其他类

1. 珠宝中产品含铅（测量值达 95%，

以重量计），铅对健康有害。

2. 儿童汽车座椅在撞击事故中，束缚

系统无法保护儿童头部；事故发生后，扣

子不易打开，而且产品缺乏安全使用信息。

3. 热水瓶壁双层玻璃隔层中含有石棉

纤维，如果打破热水瓶，使用者可能吸入

致癌的石棉纤维。

4. 顶灯的基础隔离内藏导线可能在顶

灯调节过程中被固定的螺丝盖尖锐边缘伤

到；电池充电器的尺寸不对，使用者可能

在插转换器时触及到转换器的带电部件或

带电的末端插座；电线横截面积不足，导

致短路时电线可能过热；固定插脚的绝缘

材料的抗热和防火功能不足，可能引发火

灾。

5. 手套皮革中含有的铬太高（测量值

为 7.3 mg/kg），铬是过敏性物质，可能触

发过敏反应。

6. 头发拉直产品中含有过量甲醛 （测

量值为 4.7%），甲醛对眼睛、皮肤和呼吸

道有刺激作用，长期接触可能致癌。

7. 电锯外壳可能破裂，使用者可能接

触到带电部件；无必须的安全警示。

8. 折叠椅不稳，可能导致使用者跌落

而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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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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911 以色列
SI 14372儿童用品和护理用品—餐具和食具—安全要

求和实验
2016-04-18

G/TBT/N/CAN/487 加拿大 机动车安全法规修订提案(解释和标准 108、108.1) 2016-04-18

G/TBT/N/BRA/494/

Add.5
巴西 电线、电缆及软导线(电路连接用电气设备)-补遗 5 2016-04-18

G/TBT/N/ARG/165/

Add.5
阿根廷 葡萄酒产品—补遗 5 2016-04-18

G/TBT/N/USA/1102 美国 汽车燃料零售网站的可再生燃料基础设施规划 2016-04-19

G/TBT/N/USA/1103 美国 双酚 A(BPA)的最大容许水平(固体材料皮肤接触) 2016-04-19

G/TBT/N/USA/1104 美国 某些化学物质重要新用途规则 2016-04-19

2016年 4月 16日至 5月 15日WTO秘书处共发布了WTO各成员 156项 TBT通报，

其中美国 39项；厄瓜多尔、墨西哥、俄罗斯 9项；以色列 8项；智利、哥伦比亚各 6项；

巴西、博茨瓦纳、韩国、泰国、阿根廷、中国各 5项；欧盟、日本各 4项；格鲁吉亚、台澎

金马单独关税区、印度尼西亚各 3项；加拿大、塔吉克斯坦各 2项；玻利维亚、埃及、阿尔

巴尼亚、捷克、立陶宛、南非、塞舌尔、秘鲁、塞内加尔、乌干达、哥斯达黎加、新加坡、

新西兰、印度、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非洲地区标准化组织、国际法定计

量组织、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各 1项。

2016年 4月WTO/TBT通报信息

WTO/TBT通报 渊2016年 4月 16日要2016年 5月 15日冤

技术壁垒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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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US-

A/1101/Add.1
美国 飞机 -补遗 1 2016-04-19

G/TBT/N/US-

A/1027/Add.1
美国 家禽 -补遗 1 2016-04-19

G/TBT/N/UGA/538 乌干达
关于各类产品的国家标准局草案（强制性标准规范的

执行）
2016-04-19

G/TBT/N/JPN/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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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4-19

G/TBT/N/JPN/525 日本 无线电设备相关法规的部分修订 2016-04-19

G/TBT/N/ISR/912 以色列

SI 579第 1.1部分太阳能热水系统太阳能集热器一般

要求。SI 579第 1.2部分太阳能热水系统太阳能集热

器实验方法

2016-04-19

G/TBT/N/ISR/913 以色列 SI 7212糖类 2016-04-19

G/TBT/N/ISR/914 以色列
SI 7540辣椒粉；SI 7972完整的或研磨（粉末状）的

辣椒
2016-04-19

G/TBT/N/ISR/915 以色列 医疗电气设备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的一般要求 2016-04-19

G/TBT/N/ISR/916 以色列 SI 6水磨石地板砖 2016-04-19

G/TBT/N/ISR/917 以色列 SI 5第 1部分混凝土砖墙壁和屋顶用砖 2016-04-19

G/TBT/N/COL/211/

Add.1
哥伦比亚 液化石油气钢瓶 -补遗 1 2016-04-19

G/TBT/N/COL/208/

Add.1
哥伦比亚 液化石油气 -补遗 1 2016-04-19

G/TBT/N/COL/73/A

dd.3
哥伦比亚 液化石油气(LPG)钢瓶 -补遗 3 2016-04-19

G/TBT/N/CHN/1172 中国 保险机构信息化监管规定 2016-04-19

G/TBT/N/CHL/355 智利 电气安装用非金属软管安全分析和 /或检测协议草案 2016-04-19

技术壁垒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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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CHL/356 智利
电子音 /视频、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设备安全分析和 /

或检测协议草案
2016-04-19

G/TBT/N/CHL/352/

Corr.1
智利 垂直运输设备 -勘误 1 2016-04-19

G/TBT/N/BWA/38 博茨瓦纳 防火和灭火设备灭火介质二氧化碳 2016-04-19

G/TBT/N/BWA/39 博茨瓦纳 谷物和豆类豆类规范 2016-04-19

G/TBT/N/BWA/40 博茨瓦纳 牛奶和牛奶制品超高温处理牛奶规范 2016-04-19

G/TBT/N/BWA/41 博茨瓦纳 单级调节液化石油气(LPG)规范 2016-04-19

G/TBT/N/BWA/42 博茨瓦纳 原料奶规范 2016-04-19

G/TBT/N/ALB/78 阿尔巴尼亚
部长理事会决议草案“关于种植和观赏性植物繁殖材

料的销售和认证要求的决定”
2016-04-19

G/TBT/N/NZL/74 新西兰 发动机燃料规范条例 2011的回顾：讨论稿 2016-04-20

G/TBT/N/MEX/304 墨西哥
墨西哥官方标准草案 PROY-NOM-114-SCFI-2015:

液压千斤顶－安全要求和测试方法
2016-04-20

G/TBT/N/ISR/909/C

orr.1
以色列 胡椒(黑胡椒)-勘误 1 2016-04-20

G/TBT/N/E-

CU/145/Add.3
厄瓜多尔 电气用裸铜导线—补遗 3 2016-04-20

G/TBT/N/COL/217 哥伦比亚
工业贸易监督局决议草案“单独通知标题 VI增加涉及

非自动称重仪器计量管控的第 6章”
2016-04-20

G/TBT/N/COL/218 哥伦比亚
工业贸易监督局决议草案“单独通知标题 VI增加涉及

液体燃料泵、分配器和 /或测量表计量管控的第 7章”
2016-04-20

G/TBT/N/ARG/165/

Add.5/Corr.1
阿根廷 酒产品 -勘误 1 2016-04-20

G/TBT/N/IDN/105 印度尼西亚 甜饼干，华夫饼和威化饼 2016-04-20

技术壁垒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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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E-

GY/126/Corr.1
埃及 公路车辆 -勘误 1 2016-04-20

G/TBT/N/THA/433/

Add.1
泰国 色漆和清漆 -补遗 1 2016-04-21

G/TBT/N/THA/428/

Add.1
泰国 摩托车驾驶员防护头盔 -补遗 1 2016-04-21

G/TBT/N/MEX/305 墨西哥
墨西哥官方标准草案 PROY-NOM-146-SCFI-2015:

玻璃产品－建筑用安全玻璃－规范和测试方法
2016-04-21

G/TBT/N/MEX/306 墨西哥

墨西哥官方标准草案 PROY-NOM-203-SCFI-2015

制定使用脲醛树脂生产的木材颗粒板和木材纤维板及

使用此类木板生产的产品甲醛排放和甲醛含量最高许

可限制

2016-04-21

G/TBT/N/SYC/2 塞舌尔
S.I.57/2015,烟草控制法(2009年第 14章)，2015年烟

草(健康警告和信息)法规
2016-04-21

G/TBT/N/IDN/106 印度尼西亚
修 订 关 于 林 业 产 品 进 口 的 贸 易 部 法 规 No.

97/M-DAG/PER/11/2015
2016-04-21

G/TBT/N/EU/372 欧盟

欧盟委员会法规草案，修订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化

学 品 注 册 、 评 估 、 授 权 和 限 制 的 法 规 (EC)

No1907/2006（REACH）附录 XVII双酚 A

2016-04-21

G/TBT/N/US-

A/1060/Add.1
美国 固定组合和联合包装药品—补遗 1 2016-04-22

G/TBT/N/USA/1105 美国

平流层臭氧保护；提出替补新房源；上市地位的变化；

根据重要新替代品政策计划对闭孔泡沫产品的不可接受

性重新解读；清洁空气法案 608禁止排放丙烷修订案

2016-04-22

G/TBT/N/JPN/526 日本 一级和二级压力容器的施工规范修正案 2016-04-22

G/TBT/N/IDN/107 印度尼西亚
能源和矿产资源部 No.07/2015号指令关于最低能效

标准的实施和节能空调设备的内含标签（能耗）
2016-04-21

G/TBT/N/CHL/357 智利 批准木材标签法规 2016-04-22

G/TBT/N/KOR/641 韩国 转基因食品标签标准修订草案 2016-04-25

技术壁垒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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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KOR/643 韩国 化妆品警告标签和使用说明法规修订提案 2016-04-25

G/TBT/N/GEO/94 格鲁吉亚
经 2016年 3月 9日格鲁吉亚政府法令 No.119批准的

“建筑建设部防火设计规范”技术法规
2016-04-25

G/TBT/N/KOR/642 韩国 畜产品标签法规 2016-04-25

G/TBT/N/GEO/95 格鲁吉亚
经 2016年 3月 29日格鲁吉亚政府法令 No.145批准

的“有害废物收集和处理加工特殊要求”技术法规
2016-04-25

G/TBT/N/GEO/96 格鲁吉亚
经 2016年 3月 29日格鲁吉亚政府法令 No.143批准

的“废物运输规则”技术法规
2016-04-25

G/TBT/N/EU/373 欧盟
关于依照法规(EU) No 528/2012未批准某些生物灭杀

活性物质的委员会执行法规草案
2016-04-25

G/TBT/N/USA/1106 美国 超滤奶制品的临时标准 2016-04-27

G/TBT/N/USA/1107 美国 弗吉尼亚州统一建筑规范 2016-04-27

G/TBT/N/USA/1108 美国 E液体紧急规则 2016-04-27

G/TBT/N/USA/1109 美国 维吉尼亚州防火规范 2016-04-27

G/TBT/N/USA/1110 美国 工业化建筑安全条例 2016-04-27

G/TBT/N/USA/1111 美国 弗吉尼亚娱乐设备条例 2016-04-27

G/TBT/N/USA/1112 美国 弗吉尼亚州辐射防护条例 2016-04-27

G/TBT/N/US-

A/967/Add.3
美国 道路车辆用内燃机 -补遗 3 2016-04-27

G/TBT/N/TP-

KM/220/Add.1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塑料食品器具、食品容器 -补遗 1 2016-04-27

G/TBT/N/TP-

KM/219/Add.1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塑料食品器具、食品容器 -补遗 1 2016-04-27

G/TBT/N/MEX/283/

Add.1
墨西哥 新式轻型车辆—补遗 1 2016-04-27

G/TBT/N/IND/55 印度 三相鼠笼式节能感应电动机(质量控制)令,2016 2016-04-27

G/TBT/N/CZE/192/

Add.1
捷克 分裂性材料和核燃料技术 2016-04-27

技术壁垒预警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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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 总第 145期

G/TBT/N/ARG/297/

Add.4
阿根廷 低压电器产品—补遗 4 2016-04-27

G/TBT/N/USA/1113 美国
禁用设备；禁用用于治疗自残或攻击行为的电子刺激

设备的提案
2016-04-28

G/TBT/N/USA/1114 美国 规章制度下的业余爱好保护法 2016-04-28

G/TBT/N/USA/1115 美国
把关于许可无线电服务用发射机的符合性测试的美国

国家标准(ANSI C63.26-2015)合并到委员会规则中
2016-04-28

G/TBT/N/USA/1116 美国 提议 65双苯酚 A 2016-04-28

G/TBT/N/US-

A/1034/Add.1
美国 鲜食葡萄 -补遗 1 2016-04-28

G/TBT/N/US-

A/826/Add.5/Corr.1
美国 冷藏饮料自动售货机 -补遗 5—勘误 1 2016-04-28

G/TBT/N/THA/476/

Add.1
泰国 钨丝灯 -补遗 1 2016-04-28

G/TBT/N/EU/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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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4-28

G/TBT/N/E-

CU/299/Add.1
厄瓜多尔 防护手套—补遗 1 2016-04-28

G/TBT/N/E-

CU/284/Add.3
厄瓜多尔 弹性包装瓶颈—补遗 3 2016-04-28

G/TBT/N/E-

CU/33/Add.5
厄瓜多尔 导线和电线电器使用—补遗 5 2016-04-28

G/TBT/N/CHN/690/

Rev.1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 2016-04-28

G/TBT/N/CHN/228/

Rev.1
中国 轻便摩托车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2016-04-28

G/TBT/N/CHN/45/R

ev.2
中国 机动车、拖车和组合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2016-04-28

G/TBT/N/CHL/358 智利
PENo.1/15:2016热水储存装置（热水器）分析和 /或

检测协议草案
2016-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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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CAN/470/

Add.1
加拿大 处方药清单：多粘菌素 B-补遗 1 2016-04-28

G/TBT/N/TP-

KM/236

台澎金马单

独关税区

对于非转基因菜籽、油菜种子、甜玉米、甜菜和转基

因菜籽、甜玉米、甜菜的进口要求的文件
2016-04-29

G/TBT/N/TJK/4 塔吉克斯坦 技术规程“产品安全，专为儿童和青少年设计” 2016-04-29

G/TBT/N/TJK/5 塔吉克斯坦

关于 2015年 8月 1日 498号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政府

规定“为儿童和青少年设计的产品安全的技术法规”

的修改和补充案的介绍

2016-04-29

G/TBT/N/MEX/307 墨西哥

墨西哥官方标准草案 PROY-NOM-138-SSA1-2015：

建立用作伤口敷料材料的变性乙醇的卫生规范，未变

性 96°G.L.乙醇，用作生产变性乙醇为伤口敷料材料

时的原料

2016-04-29

G/TBT/N/E-

CU/282/Add.1
厄瓜多尔 珠宝和仿制珠宝 -补遗 1 2016-04-29

G/TBT/N/E-

CU/93/Add.4
厄瓜多尔 香料和调味品 -补遗 4 2016-04-29

G/TBT/N/ARG/303 阿根廷

阿根廷燃气标准 NAG-204/2016“家庭住宅用一氧化

碳探测电气装置”和阿根廷燃气标准 NAG-205“家

庭住宅用天然气或液化石油气探测电气装置”－阿根

廷燃气规范－NAG组 II:安装在建筑内

2016-04-29

G/TBT/N/ARG/302 阿根廷

阿根廷燃气规范之阿根廷燃气标准 NAG-140/2016

“气体燃料供应塑料聚乙烯（PE）管道系统”－NAG

组 I：配送网络、输送管道和配套工程

2016-04-29

G/TBT/GEN/193
非洲地区标

准化组织
为 TBT协定执行 ARSO活动 2016-04-29

G/TBT/N/E-

CU/32/Add.10
厄瓜多尔 机动车零件最低安全要求 -补遗 10 2016-04-29

G/TBT/N/BRA/666/

Add.1
巴西 分析方法验证—补遗 1 2016-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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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USA/1117 美国 管道安全：气体传输和集输管线的安全 2016-05-02

G/TBT/N/USA/1118 美国 国家有机计划；有机家畜和禽畜实践 2016-05-02

G/TBT/N/THA/476/

Add.1/Corr.1
泰国 钨丝灯泡 -勘误 1 2016-05-02

G/TBT/N/THA/473/

Add.1
泰国 食品标签 -补遗 1 2016-05-02

G/TBT/N/PER/85 秘鲁
针对制造商的分析技术验证所需文件包含的最小信息

条例草案
2016-05-02

G/TBT/N/JPN/527 日本 无线电设备相关法规的部分修订 2016-05-03

G/TBT/N/MEX/308 墨西哥

墨 西 哥 官 方 标 准 草 案

PROY-NOM-159-SSA1-2015：货物和服务蛋和蛋

制品卫生规定和法规试验方法

2016-05-03

G/TBT/N/MEX/300/

Add.1
墨西哥 石油产品 -补遗 1 2016-05-03

G/TBT/N/ECU/325 厄瓜多尔
卫生技术法规草案：供人类使用的医疗设备卫生注册和

控制，生产储存配送营销此类设备的连锁机制的建立
2016-05-03

G/TBT/N/ECU/326 厄瓜多尔

替代药用天然加工产品以及制定这类产品的制造、贮

藏、分配、销路的卫生注册和控制的卫生技术法规的

草案

2016-05-03

G/TBT/GEN/194
联合国欧洲

经济委员会
WHO有关营养标签的声明书 2016-05-03

G/TBT/N/USA/1119 美国

有害材料：把引用版本纳入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锅炉

和压力容器规范以及液态烃和其他液体输送系统：压

力管道规范

2016-05-04

G/TBT/N/US-

A/1046/Add.1
美国 荧光灯镇流器 -补遗 1 2016-05-04

G/TBT/N/US-

A/878/Add.2
美国 有害材料 -补遗 2 2016-05-04

G/TBT/N/SEN/9 塞内加尔 标准草案生物可降解包装小号和中号纸袋规范和要求 2016-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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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MEX/309 墨西哥
墨西哥官方标准草案 PROY-NOM-005-ENER-2016，

家用电动洗衣机的能源效率限制、测试方法和标签
2016-05-04

G/TBT/N/MEX/310 墨西哥

墨西哥官方标准草案 PROY-NOM-016-ENER-2016：

额定输出功率 0.746至 373KW的三相鼠笼式交流感

应电动机能效限制、检验方法和标记

2016-05-04

G/TBT/N/KOR/644 韩国 食品标准法提案 2016-05-04

G/TBT/N/KOR/637/

Add.1
韩国 医疗器械 -补遗 1 2016-05-04

G/TBT/N/EU/375 欧盟

欧盟委员会法规草案，修订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化

学 品 注 册 、 评 估 、 授 权 和 限 制 的 法 规 (EC)

No1907/2006（REACH）附录 XVII十溴二苯乙醚

2016-05-04

G/TBT/N/CRI/157 哥斯达黎加
哥斯达黎加技术法规 RTCR 482/2015：电气产品采用

电机驱动压缩机的家用电冰箱和冷藏柜能源效率规范
2016-05-04

G/TBT/GEN/195 世界卫生组织 更新 UNECE的活动 2016-05-04

G/TBT/N/USA/1120 美国 枪支消音器和枪支消声器识别标志。 2016-05-09

G/TBT/N/USA/1123 美国
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公交车紧急出口和车窗固定

与释放，公交车门防抛射玻璃。
2016-05-09

G/TBT/N/US-

A/854/Add.3
美国 能源节约计划：商用整装型锅炉能源节约标准 2016-05-09

G/TBT/N/SGP/27 新加坡

依照环境保护与管理法案（EPMA）在官方公报上公

布新的附属法律。文件可在线获取：http://statues.

agc.gov.sg

2016-05-09

G/TBT/N/LTU/28 立陶宛
经济部法令草案—制定关于酒精对孕妇产生有害影响

的酒精饮料标签图示警告规则。
2016-05-09

G/TBT/N/BRA/671 巴西
2016年 5月 2日关于商品和产品进口电子报关的决议

No.74/2016
2016-05-09

G/TBT/N/USA/1122 美国 能源节约计划：压缩机测试程序。 2016-05-09

G/TBT/N/USA/1121 美国
标准准备、效力限制和生物产品标注日期限制：直接

最终法规手册。
2016-05-09

技术壁垒预警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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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 总第 145期

G/TBT/N/BRA/388/

Add.2
巴西 药品—补遗 2 2016-05-09

G/TBT/N/US-

A/1088/Add.1
美国 电子烟物质标准（补遗 1） 2016-05-10

G/TBT/N/RUS/50 俄罗斯
欧亚经济联盟委员会决议草案“制定欧亚经济联盟生

物药品测试规则”。
2016-05-10

G/TBT/N/RUS/51 俄罗斯
欧亚经济联盟委员会决议草案“制定医疗器械技术测

试规则”。
2016-05-10

G/TBT/N/RUS/52 俄罗斯
欧亚经济联盟委员会决议草案“医疗器械注册、安全、

质量及功效检验规则”。
2016-05-10

G/TBT/N/CHL/360 智利 建立自压载和改造 LED灯具的安全认证程序要求 2016-05-10

G/TBT/N/ZAF/205 南非 关于一期、产品和服务的法定计量条例草案 2016-05-11

G/TBT/N/RUS/53 俄罗斯
欧亚经济联盟委员会决议草案“关于医疗设备的安全、

效率、标签要求以及操作文件的共同要求的建立”
2016-05-11

G/TBT/N/RUS/54 俄罗斯
欧亚经济联盟委员会决议草案“关于医用药品的注册

和检查规则”
2016-05-11

G/TBT/N/BOL/3/Ad

d.1
玻利维亚 食品工业过程 2016-05-11

G/TBT/GEN/197
国际食品法

典委员会
与 TBT委员会相关的法典活动 2016-05-11

G/TBT/N/USA/1124 美国
某些商业和工业设备节能计划:商用水加热设备的测试

程序
2016-05-12

G/TBT/N/USA/1125 美国
条例中所述有壳蛋类自动分级的分级和认证资格的

“条件”定义和首要要求的修订
2016-05-12

G/TBT/N/USA/1126 美国 投票系统常规检测 2016-05-12

G/TBT/N/USA/1127 美国 国家评价模型状态规则 2016-05-12

技术壁垒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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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BT/N/USA/1128 美国 食品和非食品产品的包装盒定价 2016-05-12

G/TBT/N/US-

A/1121/Add.1
美国 生物制品 -补遗 1 2016-05-12

G/TBT/N/US-

A/904/Add.2
美国 烟制品 -补遗 2 2016-05-12

G/TBT/N/COL/214/

Add.1
哥伦比亚 洗涤剂和肥皂 -补遗 1 2016-05-12

G/TBT/N/BRA/37/A

dd.1
巴西 管形荧光灯反应器 -补遗 1 2016-05-12

G/TBT/GEN/196
国际法定计

量组织
与 TBT委员会相关的?OIML活动 2016-05-12

G/TBT/N/RUS/55 俄罗斯
欧亚经济联盟委员会决议草案“制定欧亚经济联盟的

市场上的医疗器械的专用生产标志”。
2016-05-13

G/TBT/N/RUS/56 俄罗斯

欧亚经济联盟委员会决议草案“关于建立用于医药产

品的医疗用包装插页和用于药品的医疗用药品信息的

要求”。

2016-05-13

G/TBT/N/RUS/57 俄罗斯
欧亚经济联盟委员会决议草案“关于建立被视作登记

过程测量仪器的医疗设备类型的列表”。
2016-05-13

G/TBT/N/RUS/58 俄罗斯
欧亚经济联盟委员会决议草案“在欧亚经济联盟内建

立的良好生产规范的规则”。
2016-05-13

G/TBT/N/CHN/1173 中国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的质量和疗效

的实施意见”相关事项的史实公告
2016-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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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评议

关于对 G/TBT/N/EU/323的评议意见

一、通报背景

2009 年，在欧盟 1223/2009 号法规

（EC）附录 III的第 197条和附录 V的第 58

条中规定，允许月桂酰精氨酸乙酯盐酸盐

可作为防腐剂用于化妆品中 （唇部产品、

口腔用品和喷雾产品除外），最大浓度为

0.4 % w/w。另外限制了在肥皂、去头屑洗

发剂和非喷雾除臭剂中作为非防腐剂（抑

菌剂、表面活性剂等）使用的最高浓度为

0.8% w/w。

二、行业背景

目前，强生、高露洁和佳洁士占有漱

口水 95%以上的国内市场份额，我国出口

量较少，出口产品绝大部分为高露洁品牌

及小部分隆力奇品牌。通过对近 5年全球

化妆品防腐剂使用频率分析，防腐剂的使

用总量在 2013年有明显的下滑趋势，研发

使用具有防腐抑菌效果的天然物质和食品类

防腐剂整体成为化妆品防腐剂使用新趋势。

2005年，美国 FDA通过月桂酰精氨酸

乙酯盐酸盐的公认安全食品认证，同年，

美国农业部也允许在肉类食品、禽类食品

使用该物质作为防腐剂。2014 年 5 月 16

日，欧盟发布法规(EU) No 506/2014 规定

允许在热处理肉制品中使用月桂酰精氨酸

乙酯盐酸盐作为防腐剂。基于在肉制品中

也允许使用月桂酰精氨酸乙酯盐酸盐，为

了降低该物质在人体内，尤其是儿童体内

的暴露量未有长期安全证明，因此禁止在

10岁以下儿童用漱口水中使用。我国《牙

膏用原料规范》 （GB 22115-2008），《化

妆品卫生规范》 和 《口腔清洁护理液》

（QB/T 2945-2012） 中对月桂酰精氨酸乙

酯盐酸盐作为防腐剂使用无相关规定。

通报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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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于 3月

31 日发布了 《2016 年国家贸易评估报告

（NTE）》。报告中两大关注点，其一，指称

中国互联网审查制度为贸易壁垒；其二是

继续要求日本开放市场。

一、数字贸易壁垒方面

奥巴马政府突出批评中国的互联网审

查为数字贸易壁垒，称去年中国的“长城

防火墙”进一步扩展，已损害到美企业的

利益。

报告指称，中国互联网监管制度“限

制性和不透明，”对互联网跨境沟通的过滤

“在过去一年似有恶化，全球最繁忙的 25

个网站有 8个在华受到封锁。”报告表示，

“大部分封锁具有任意性，例如，在美的一

个家装网站，完全是无伤大雅的，却被防

火墙清扫出门。”

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新闻稿中表示，

该报告首次强调了对数字贸易的全球壁垒。

虽然报告没有对数字贸易单设专门章节，

但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单独发布了一份事实

清单，列出各国的数字贸易壁垒。报告认

为，TPP有关条款通过禁止其他国家阻止

跨境数据流动，或者除金融服务部门外，

要求将数据存储于本地等方式，可以解决

数字贸易壁垒问题，打击对跨境数据流动

的限制、实行资料数字化要求以及其他为

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对数字贸

易形成的壁垒。

报告首次涵盖电信贸易壁垒。美贸易

代表办公室将包括德国、西班牙在内的欧

盟成员国中存在的新闻聚合费也确定为新

的数字贸易壁垒。美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

上述欧盟成员国已制定措施，要求对外提

供从其他新闻来源机构获得文本片断的新

闻聚合机构，应向新闻来源机构提供信息

使用补偿费。这些措施等于是对提升网站

流量、提高收视率和收入的公司征收任意

的税收。欧盟出版业界主张在欧盟全境采

取类似措施。

另一个首次作为问题提出的是阿根廷

对卫星电视的限制。报告指出，2015年 12

月 29日，阿根廷修订媒体法，禁止卫星电

最新资讯

美国《2016年国家贸易评估报告》发布

最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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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供应商同时提供电信服务，包括宽带上

网、视频点播服务及捆绑电信服务的卫星

电视等。美贸易代表办公室认为此举为阿

根廷对卫星服务的歧视，因其主要的服务

提供商总部均在美国。

二、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市场

报告认为，在美国主导下达成的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增加对参与国

出口的重大进展”，但同时也表示“将继续

努力解决对日贸易中存在的相关担忧及问

题”。这反映出美国并不满足于 TPP，将要

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市场。

报告提及若 TPP生效，日本将对美国

产大米设定免关税进口框架，分析称“虽

然美国产大米只有极少部分到达了日本消

费者手中，但原本封闭的日本大米市场将

因 TPP大幅放开”。

报告对于日本给小麦、牛肉及猪肉也

设置特别进口框架或者大幅下调关税给予

肯定，还介绍了日本同意取消苹果、葡萄、

樱桃等水果关税。

另一方面，报告强调，对于未成为

TPP中取消或大幅下调关税对象的农产品，

打开其市场“仍是美国的最优先事项”。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已将美国认定

为疯牛病(BSE)发生风险最低的国家，但日

本仍然保留了进口美国产牛肉的月龄限制。

报告对此表示不满称“将要求日本同意进

口全月龄的牛肉”。

报告还表示将“继续关注”日本的邮

政民营化动向，并再次要求日本在银行、

保险、快递等各领域为日本邮政集团和民

间企业创造能够公平竞争的环境。

三、通报主要内容

欧盟委员会法规草案旨在批准月桂酰

精氨酸乙酯盐酸盐作为漱口水 （化妆品）

中的防腐剂使用。允许月桂酰精氨酸乙酯

盐酸盐作为防腐剂用在漱口水中的浓度可

以高达 0.15 % w/w，十岁以下儿童用漱口

水除外。

四、我方意见及建议；

1. 提醒进口化妆品企业，加强关注通

报所述物质，避免产品因不符合我国相关

标准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随着各国法规对使用异噻唑啉酮类、

甲醛释放体和羟苯酯类防腐剂的要求越来

越严格，月桂酰精氨酸乙酯盐酸盐作为新

型防腐剂在化妆品中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

应用，因此要加强收集各国对月桂酰精氨

酸乙酯盐酸盐在化妆品中作为防腐剂的使

用要求，并加大开展该物质在化妆品中使

用危害性分析研究的力度。

渊上接第 30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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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2月，出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约

翰内斯堡峰会，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中非“十

大合作计划”，其中包括“中非农业现代化合

作计划”，并承诺中国政府将提供 600亿美

元的资金支持该计划的实施。这为中非农业

合作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对于多数以农业为

国民经济支柱的非洲国家而言，推动中非农

业合作不仅有助于减贫和经济持续增长，也

是共同践行“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举措。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以中国企

业在非洲投资兴办农场为切入点，对新形势

下如何加快推进中非农业合作进行探讨，并

提出可行的策略建议。

一、中非投资合作兴办农场的发

展及特点

中非农业合作始于 20世纪 50年代，从

那时起，中国便开始推动农业高层交往与人

员往来，重视农业技术交流与经贸合作，尤

其是 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中

国加大力度促进与非洲的农业合作，并向非

洲国家转移了 400多项技术。截至到 2015

年 12月 21日，中国农业部已与 17个非洲

国家和组织签署了 31份合作文件，在当地援

建了 22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超过 1万多

名专家奉派到非洲支援农业发展和传授经验，

同时也在中国帮助培训非洲农业经济技术管

理人员。

渊一冤 农场规模不断扩大
近年来，中非农场合作的投资规模迅速

扩大，并扩展到非洲越来越多的国家。1990

年江苏农垦与中垦集团在赞比亚建成中赞友

谊农场，后又购买喜洋洋农场和中华农场；

1994年中垦农场在非洲建立家庭农场，由最

初投资 130多万美元的中小型农场发展成为

目前资产总额 543万美元的大型农场；2000

年中国农垦集团开始在坦桑尼亚经营农场，

从 2013年开始每年种植面积都会新增 300

公顷，现种植面积接近 1400 公顷；还有

2011年中国湖北万宝粮油公司在莫桑比克加

扎省当地农场投资水稻种植项目近 3亿美元，

滚动开发土地 20000公顷；中国皖津公司在

津巴布韦投资经营农场，从 2011年的 2个

农场 1800公顷土地发展成 2015年的 10个

农场，占地面积达到 1.2万公顷。

渊二冤 农场技术水平不断提升
中国为其在非洲国家兴办的合作农场引

进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也有显著成效。

推荐阅读

“一带一路”战略下加速推进中非农业合作
渊来源于 叶对外经贸实务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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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尼亚，投资上百万美元用于建设圆形喷

灌设备，既节约当地水资源，又提高了农场

的灌溉效率；在莫桑比克，通过引进农业机

械，提高了播种、收割环节的机械化程度，

同时还向当地农户提供优质棉种、农药化肥，

提高了当地农户的农业技术水平。在安哥拉，

通过对土壤改良、播种密度对比试验、施肥

量和耕作农艺及田间管理技术综合施用，实

现了玉米单产 600斤，大豆单产 200斤；在

贝宁，通过开垦荒地，研发适宜当地的棉花

品种、修建 10000立方米蓄水坝，并在棉田

里安装先进的滴管系统，还发明了“水肥一

体化”技术进行灌溉与施肥，大幅提高了水

和肥料的利用率，使得当年的棉花产量较当

地平均产量提高了 2倍，达到每公顷 3吨。

另外，在尼日利亚，将传统农业与渔业相结

合、引进稻田养鱼技术，使粮食产量与鱼产

量翻番；在塞内加尔，选用当地常规水稻品

种进行高产栽培配套技术示范，每公顷产量

突破了 10吨，为非洲的粮食增产做出了重要

贡献。

渊三冤 农场合作日益深化
近 10年来，中国对非洲的农业投资逐

渐增加，农场合作方面的合作也日益深化，

在种植业、养殖业和生物燃料等领域都展开

了广泛深入的合作。随着中非农场合作的日

益深化，建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推动农业

加工业，农超对接进行全产业链投资合作已

经成为中非双方的共同选择。2006年，中国

政府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提出要在非

洲建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向非洲派遣高级

农业技术专家，帮助非洲发展农场，并把中

国解决人口粮食问题的成功经验传播到非洲。

中国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还为非洲很多国家

的农业部门在水稻、园艺和畜牧等专业领域

提供定期培训的技术援助，例如，截至 2015

年 10月，仅中莫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就已累计

培训农业技术人员 1000余人；还有皖津公

司在津巴布韦投资的温亚利农场，成为非洲

农户学习、交流种植技术提供平台。同时，

江苏省农垦公司还通过在津巴布韦投资建设

经贸合作区，以农业种植业发展为基础，不

断向养殖业、农资供应、农产品加工、商贸

物流等产业延伸。

二、中非投资合作兴办农场存在

的问题

渊一冤 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低
非洲可耕地面积 717.34平方公里，然而

实际耕地面积只占总数的 29.55%（2012年

统计数据）。塞拉利昂土地利用率不超过

10%，安哥拉、莫桑比克、马里、埃塞俄比

亚等国土地利用率不足 20%，赞比亚有将近

60%的适耕土地还在闲置中，几内亚和乌干

达土地利用率最高，也不足其总可耕地的

60%。在一些地区，农户实行土地轮作、休

耕，有时候土地会被闲置两三年。联合国

2002年的研究报告显示，赞比亚的 60多万

农户中，过半是小型农户，这些农户主要依

靠家庭劳动力，使用人力驱动的劳动工具，

机械化水平低，直接导致了非洲农业生产的

土地利用率普遍的低下。中国企业在非洲兴

办农场，尽管从中国引进了很多先进的农业

机械，但当地落后的文化教育、低技术素质

的劳动力，难以掌握农业机械的操作和先进

技术的应用，导致大片土地无法耕作，制约

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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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农场合作的发展。

渊二冤 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
农业基础设施是保证国家或地区农业活

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是农业赖以生

存发展的物质条件。兴办中非农业合作农场，

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就是当地的农业基础设

施了。比如，非洲有 60多条跨境河流，但只

有 5%的农村用地得到灌溉，并且这些灌溉

面积主要集中在马达加斯加和苏丹两个国家，

区域分布极不平衡。道路交通状况也极大地

影响了非洲农业生产的发展，据非盟统计，

交通运输成本占非洲内陆国家总生产成本的

20%到 40%，高于发达国家平均 10%的比

例。在非洲，只有 33%的农村人口能享受到

铺设好的道路。还有供电也是个难题，目前

只有 40%的非洲人用得上电，远低于全球

68%的平均值。非洲很多地方虽然耕地多，

但水不通、电不通、路不通，由于农业基础

设施落后，当地政府又无力投资，大大制约

了中非合作农场的发展。

渊三冤 农产品加工程度薄弱
农产品加工业是带动农业经济快速发展

的重要环节，与国内农产品加工相比，中非

农场的农产品加工环节仍比较薄弱，这也影

响到农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制约了中非农场

合作规模的扩大。而中非农场的农产品加工

技术装备水平落后，也与农场当地工人的综

合素质较低有很大的关系，各种因素共同导

致农产品生产与加工、仓储与物流环节严重

脱节，导致产后损失率极高，农业生产成本

扩大。除了农业种植业外，养殖业的加工水

平也很低。例如，佛得角领海本来有丰富的

渔业养殖资源，但是由于其水产冷冻加工技

术和设备比较落后，渔业产品大部分都无法

加工，只能低价直接进入市场，由于产品的

利润和附加值都很低，不可避免地会使当地

渔业资源遭到过渡捕捞或破坏。

渊四冤 农场生产的 野本地化冶 程度不高
由于中国从事农业的企业不熟悉国际化

经营管理，也意识不到非洲国家与本国文化

差异、生产差异及法律制度差异，因此在农

场经营过程中，经常引起一些矛盾或纠纷。

例如，非洲的一些国家大多规定了最低工资

标准，如南非最低工资标准为 150兰特 /月，

约合人民币 1600元，但在中国国内种地的

农民就没有最低工资，所以中国农业企业就

很难支付这种最低工资标准，从而引起劳工

罢工或者诉讼。还有，非洲国家的员工如果

要加班，必须征得员工同意，而加班在农业

季节性生产中有时很难避免，中国企业在国

内可以实行农业生产包干，在非洲不行，如

何计算加班费也是麻烦事，所以，这也容易

导致外界指责中国企业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违反当地劳工法规等等。

三、加快中非投资合作兴办农场

的途径

渊一冤 加大中非农场基础设施投资力度
尽管非洲的基础设施一直都是投资重点，

但总体上说非洲的基础设施仍十分薄弱。而

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农场快速发展的基础。例

如，乌干达近年开展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包括公路、铁路、电站、炼油厂、水电站、

电力传输等，就为农场生产经营创造了良好

的客观条件，促进了乌干达境内农场粮食实

现稳步增长。

推荐阅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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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 总第 145期

我们要在“一带一路”战略下，贯彻习

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会议上

提出的“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计划”，加大对非

洲高铁、高速公路、航空、电力以及其他农

业基础设施的投资，改善非洲农业生产环境，

为建立现代化农场，构建农业全产业链奠定

基础。

渊二冤 发展中非农场现代化技术
农业现代化是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中

非农场只有发展现代化的农场才可以在未来

的竞争中取得优势，获取更大的收益。乌干

达的果农学习了中国专家传授的苹果整枝与

套袋技术，苹果的优果率从 60%上升到

85%，产量翻番；在喀麦隆农场，中国带去

的水稻新品种“绿旱 1号”将当地的平均亩

产从 67千克提高到 437千克。

由此可见，将中国先进的适用技术应用

于中非农场合作，把种子培育，灌溉技术，

养殖技术等输出到非洲，帮助当地农户提高

农业生产效率，同时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农

业技术合作取得的成果，如中国和荷兰在畜

牧业以及花卉种植技术方面的合作成果、欧

洲先进的生态技术、中东国家的节水农业技

术等转移应用于中非农场，对提高非洲农业

技术含量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当地农场

的收入，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渊三冤 加快中非农场产品深加工发展
农产品本身价值低，适当加工农产品不

仅提高其附加值，减少因农产品腐烂而造成

的不必要的损失，而且提高销量，创造就业

岗位，创造价值。尼日利亚的气候和耕地都

非常适合番茄生产，年产量达 180万吨，但

是由于储存、运输等环节存在问题，一半番

茄都会烂掉。中国企业帮助尼日利亚在本地

投资番茄酱加工厂后，通过对番茄进行进一

步加工，日产番茄酱数万吨，既提供了就业

岗位，又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

在非洲，农产品加工业普遍落后，农产

品的价值损失很大，因而在农场进一步提高

农产品产量的同时，我们也要发展农产品深

加工业，包括粮食、水果、油料、棉花、水

产品都可以在有条件的农场进行试点，通过

示范在推广。

渊四冤 拓展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区发展
在非洲投资建设建立专业化农业产业园

区，如丝业产业园、棉业产业园、蔬菜产业

园、水产品养殖产业园等，在农业产业园区

内，依托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等平台进行

农业科研合作，既可以提升产业园区的现代

农业技术水平，也可以吸收各国更多投资，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目前，中国有的企业通

过投资非洲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区并在农业基

础设施投资和产能合作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

实现对非洲农业投资全产业链“本地化”。不

仅是农场员工本地化，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

了农业生产资料和市场营销本地化，以及技

术研发和人才培养的本土化，全面提升非洲

农业现代化水平。

中非双方在农场合作中应继续遵循互惠

互利的原则，努力推进贸易便利化，充分利

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发展银

行、中非基金和丝路基金，抓住“一带一路”

和中非全面合作的历史机遇，把握中非农业

合作趋势，立足当地发展需要，创新农业合

作模式，推动非洲农业发展转型，使中非农

场合作成为推动中非农业合作新的动力。

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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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西标准化机构介绍

1940 年 10 月，巴西技术标准协会

（ABNT）成立，成为巴西标准化的主管机

构，是巴西政府认可的非营利性社团组织。

其主要业务是研究制定巴西标准（NB），开

展产品质量认证及其他与标准化相关的活

动，代表国家参与国际 /区域标准化活动。

ABNT 于 1947 年加入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它还是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泛

美标准委员会（COPANT）、南锥体共同市

场标准化协会（AMN）的成员。

1962 年，巴西联邦法第 4150 号授予

ABNT公共事业组织的地位。1973年，另

一个联邦法第 5966号创建了由巴西工商部

赞助的国家计量、标准化和工业质量体系。

在这个系统中， 1992 年的政府决议，

ABNT被宣布为唯一的国家标准化机构，负

责管理巴西的标准化进程。

（二）巴西标准体系

巴西标准化体系的组织架构可分为 4

个层次：第一层是国家计量、标准化和工

业质量理事会（CON-METRO），为领导和

决策机构；第二层是国家计量、标准化和

工业质量协会（INMETRO），为执行机构；

第三层包括标准化、质量控制及产品认证、

法定计量等 3个分体系，分别由巴西技术

标准协会 （ABNT）、巴西质量管理协会

金砖国家专题

巴西标准体系及通报概况

编者按院 WTO成员区域间经济合作正成为发展趋势袁 野金砖国家冶 作为全
球地理跨度最大尧 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尧 最具代表性的非发达国家组成的区域组织袁
从 2009年的 野金砖四国冶 发展至 2010年的 野金砖国家冶 已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遥
我国作为 野金砖国家冶 深化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袁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经
济形势袁 以 野标准冶 为纽带对巴西与南非以及 野一带一路冶 沿线国家中的俄罗斯
与印度的市场准入与监管尧 标准与认证等方面开展研究袁 有利于消除金砖国家之
间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袁 推动金砖国家经济繁荣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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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Q） 和国家计量研究所 （INPN） 负

责；第四层是工业、贸易和消费领域的广

大用户。ABNT共有 8,837个现行标准，包

括：ABNT标准、ABNT ISO 标准、ABNT

IEC标准和 ABNTNM南方共同市场标准。

（三）认证机构

INMETRO是巴西电子电器产品的安全

合格评定、认可和认证的主管机构，其主

要职责为：负责国际计量标准的量值传递

和溯源，实现标准的内部协调并符合国际

惯例；对认证机构、检测机构、计量和检

测实验室的认可；规范强制和自愿认证的

产品、程序和服务；规范认可的计量、检

测实验室；代表巴西处理贸易和技术壁垒

的焦点问题，并负责巴西的 TBT咨询点的

相关工作；代表巴西参加有关计量和质量

的国际活动，促进国际机构间的交流。

巴西产品认证机构 （UCIEE） 成立于

1991 年，是巴西认证证书的重点签发机

构，也是巴西的产品验证机构，1993获得

国 家 计 量 标 准 和 工 业 质 量 学 会

（INMETRO） 授权开展低压设备和产品、

电信设备、IT设备、用于高危地区的设备、

煤气系统设备、灯具、医疗器械及管理体

系认证的认可。它是 IECEE-CB体系的国

家成员机构 （MB） 和国家认证机构

（NCB），目前无 CB实验室，虽不能颁发

CB测试报告和证书，但可认可家用电器、

照明设备、医疗电器、低压大功率设备、

信息技术类和安全保护类产品的 CB测试报

告。UCIEE是 UC认证证书的签发机构。

巴西联邦电信机构（ANATEL）是经巴

西政府授权的电信监管部门，总部位于巴

西利亚，并在其他几个城市设有分部。该

机构的职责为：对巴西使用和销售的通讯

产品进行主人证；保证通讯设备的电安全、

电磁兼容性、兼容性；确保终端设备的高

质量和高性能；防止由于安装终端设备带

来的公众电讯网络受损；确保无线电频谱

的有效使用。

（四）WTO/TBT通报概况
根据WTO/TBT发布的通报数据统计，

巴西共发布 1123 项 TBT 通报 （见表 1）。

主要集中在食品技术，医药卫生技术，家

用和商用设备、娱乐、体育，电气工程，

道路车辆工程，农业，流体系统和通用件

等七大类别方面，通报记录占总通报记录

的 66.87%，其中，食品技术，医药卫生技

术，家用和商用设备、娱乐、体育三类的

通报记录最多，分别占总通报量的

17.45%，14.78%，13.09%。

表 1 巴西历年 TBT通报数量统计

类别 个数

综合与术语 13

社会学与管理 13

数学与自然科学 1

医药卫生技术 166

金砖国家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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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与安全 25

计量和测量 26

试验 0

机械系统 1

流体系统 46

机械制造 5

能源 14

电气工程 75

电子学 6

电信和视频技术 22

信息技术和机械设备 3

成像技术 0

精密机械、珠宝 1

道路车辆工程 74

铁路工程 5

造船和海上建筑物 0

航空器工程 1

材料储运设备 3

货物包装和调运 27

纺织和皮革技术 15

服装工业 4

农业 47

食品技术 196

化工技术 38

采矿和矿产品 2

石油及相关技术 23

冶金 27

木材技术 0

玻璃和陶瓷工业 8

橡胶和塑料工业 41

造纸技术 2

涂料和颜料工业 4

建筑材料和建筑物 19

土木工程 0

军事工程 0

家用和商用设备 147

其他 23

标准与市场准入微信号

QQ群院 236887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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