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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布关于修订炉膛风机测试程序的技术法规草案

2021 年 7 月 7 日，美国能源部（DOE）发布公告，内容涉及

修订炉膛风机测试程序的技术法规草案。美国能源部正在进行早

期评估审查，以确定是否对炉膛风机的测试程序进行修订。此次

修订涉及的范围主要包括测试设置、行业测试方法、测试说明、

节能等。技术法规草案的制定包含电热套件炉膛风机、带调节控

制的炉膛风机和模块化鼓风机等。DOE 期望接受来自各方的建议，

促进草案的制定，保护环境，节约能源。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沙特阿拉伯公布起重设备技术法规草案

2021 年 6 月 29 日，沙特阿拉伯发布 G/TBT/N/SAU/1203 号通

报，公布起重设备技术法规草案，负责机构为沙特阿拉伯质量、

标准和计量局。草案强调安装安全、操作安全等安全规范，确保

不会给操作使用者带来风险；规定设备的铭牌警示信息和操作说

明书须用阿拉伯语或英语来表示。此外，草案规定吊绳等零部件

须附带证书，证书应包括制造商名址、制造材料、负载限值、测

试方法等信息。草案留有 60 天的评议期。

（信息来源：湖南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网）

美国公布车辆和重型发动机测试程序修订草案

2021 年 6 月 30 日，美国集中发布 G/TBT/N/USA/1620/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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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G/TBT/N/USA/1620/Rev.1/Add.1 号通报，公布车辆和重型发动

机测试程序修订草案及补遗通报，负责机构为美国环境保护署。

为了更准确地测量车辆和重型发动机的温室气体排放和燃料效

率，修订草案修正了温室气体排放模型，包括：重型多功能车辆

的占空比加权系数；更改了对发动机输入的限制，以允许负扭矩

输入；添加了一个选项，用于测算空档滑行的值；更正了怠速燃

油效率以调整怠速燃油供给。温室气体排放模型是一种计算机应

用程序，可估算重型车辆特定方面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燃油效率

性能。草案适用于重型汽车、卡车及其发动机设备。补遗通报于

2021 年 7月 29 日生效。

（信息来源：湖南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网）

摩洛哥公布水泥标准草案

2021 年 6 月 3日，摩洛哥发布 G/TBT/N/MAR/36 号通报，公

布水泥标准草案，负责机构为摩洛哥工业贸易和数字经济部。草

案规定了水泥的安全性能、合格评定要求；明确生产商和进口商

在将产品投放市场之前，须保留技术文件、完成符合性声明。草

案留有 60天的评议期。

（信息来源：湖南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网）

欧盟公布REACH法规高关注度物质清单修订草案

2021 年 6 月 1 日，欧盟发布 G/TBT/N/EU/803 号通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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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 法规高关注度物质清单修订草案，负责机构为欧盟委员会。

鉴于间苯二酚具有内分泌干扰作用，符合高关注度物质判定标准，

草案将间苯二酚增加至 REACH 法规高关注度物质清单。草案留有

60天的评议期。

（信息来源：湖南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网）

欧盟拟修订食品中化学污染物限制法规

2021年 7月7日，欧盟卫生和食品安全委员会网站（DGSANTE）

发布咨询文件，拟修订（EC）No 1881/2006 号法规《食品中污染

物限量法规》。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1.将 33 项修正案和一些尚未公布的修正案（如铅、镉、热

带生物碱和麦角生物碱）合并，并载于摘要，使立法更加明确；

2.将第 1881/2006 号条例及其修正案的 58 个脚注进行更新

和简化；

3.新的合并法规未包括婴儿食品的限值，原来法规是按照婴

儿食品不同类型设定个别限值（如干物质或即食食品）；

4.该提案预警将在 2021 年 9月或 11 月由常委会表决。

该文件意见反馈期截至 2021 年 8月 27 日。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挪威修订《食品中某些污染物官方控制抽样和分析条例》

2021 年 7 月 12 日，挪威卫生保健服务部发布 FOR-2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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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97 通告，修订《食品中某些污染物官方控制抽样和分析条

例》部分内容，自发布之日起生效。修订内容为：

1.修订参考依据法规条目；

2.修订 B.2.2 点“单个样品数量”和“铅、镉、汞、无机锡

和无机砷的分析方法的性能标准”。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印度拟对专有食品实施有条件许可

2021 年 7 月 14 日，印度食品安全标准局（FSSAI）发布指令，

拟对专有食品（Proprietary Food）实施有条件许可，意见反馈

期截至 2021 年 7月 31 日。

根据印度发布的《食品安全标准法规》（2006 年）第 22 条，

“专有食品”是指未指定标准但并未不安全的食品，为限制此类

产品进入市场，拟议草案对专有食品的许可申请引入“有条件许

可”，要求企业提供拟申请许可的专有食品评估报告，提供与专

有食品最相近的标准化食品提案，如果不是标准化食品，则需施

加合理的条件以遵守专有食品相关规定，该施加条件应印在许可

证上，并对企业、消费者和许可证颁发机构保持可见。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印度修订《食品标准和食品添加剂法规》的部分内容

2021 年 7 月 8 日，印度食品安全局（ FSSAI）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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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ds/SP-12/G/2021 指令，修订《食品标准和食品添加剂法规》

中与果汁相关的法规 23.6(4)，将“柠檬”的最小酸度班费比（以

柠檬酸标示）由 5.0（最小）修订为 3.5（最小）。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加拿大公布天然健康产品法规修订草案

2021 年 6 月下旬，加拿大发布 G/TBT/N/CAN/648 号草案，公

布天然健康产品法规修订草案，负责机构为加拿大卫生与福利部。

草案要求在标签上以“产品事实表”的格式标注天然健康产品信

息，同时为某些包装太小而无法完整呈现“产品事实表”的产品

提供了灵活性；规定含有食品过敏原、麸质或阿斯巴甜的产品须

以统一的方式进行说明；规定了标签上字体大小、字体类型和颜

色对比度要求，便于消费者定位重要信息；要求制造商或进口商

留有电子邮件或网址，而不是邮政地址。草案评议截止日期为 9

月 4日。

（信息来源：湖南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网）

韩国公布食品标签和广告法修订草案

2021 年 6 月 22 日，韩国发布 G/TBT/N/KOR/979 号通报，公

布食品标签和广告法修订草案，负责机构为韩国食品药品管理部。

草案规定禁止食品使用与日用化学品相同或相似的商品名称、商

标和包装，并对其进行广告宣传，以免消费者混淆。草案留有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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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评议期。

（信息来源：湖南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网）

泰国发布食品接触塑料制品标准草案

2021 年 6 月 17 日，泰国工业标准协会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

了五份食品接触法规草案。三项法规涉及用于食品制备、储存或

消费的塑料器皿，并规定了不同聚合物在不同应用场景下一次性

使用和重复使用的材料和安全标准，以及包装、标记和标签、一

致性和试验的标准。剩余两项法规为原始塑料制成的塑料袋和微

波塑料袋制定了标准。标准规定，产品的耐温性不得低于 80℃。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英国拟修订禽肉营销法规

2021 年 7 月 12 日，英国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部 DEFRA 拟

修订禽肉营销（PMMR），意见反馈期截至 8 月 9日。部分拟修订

内容为：

1.启用基于风险的方法来执行 PMMR：将在屠宰场、切割厂、

仓库和零售店对新鲜和冷冻禽肉的切割和胴体的标签、展示、分

级、重量、含水量进行检查，但同样的检查也适用于第三国进口

的禽肉。含水量检查方面，检查的频率至少每 8 个工作小时进行

一次；

2.边境管制站的进口检查频率将与 SPS 风险检查有关。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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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肉进行 SPS 检查时，将同时进行营销标准检查；

3.标签、展示、分级和重量检查将根据 PMMR 第 8 条和第 9

条规定的样本量通过随机抽样进行等。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澳大利亚修订辐照食品标准

2021 年 7 月 14 日，澳大利亚联邦公报网站发布 F2021L00983

号公告，对澳新食品法典 1.5.3 号《辐照食品标准》进行修订。

该修订主要针对《标准》第 3节（即新鲜果蔬的辐照要求），具

体包括：

1.将新鲜果蔬的辐照吸收剂量规定为 150Gy-1KGy 之间；

2.规定允许接收辐照处理的水果蔬菜种类应包含但不限于

澳新食品法典附表 22 规定的品种，同时明确干燥或新鲜豆类、坚

果、种子不得使用辐照处理。

该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欧盟修订唑嘧菌胺等 6种物质的最大残留限量

2021 年 7 月 6 日，欧盟发布条例(EU) 2021/1110 号，修订

唑嘧菌胺（Ametoctradin）、联苯吡菌胺（Bixafen）、喹螨醚

（Fenazaquin）、乙基多杀菌素（Spinetoram）、七氟菊酯

（Tefluthrin）、噻酮磺隆（Thiencarbazone-methyl）在多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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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同时修订(EC) No 396/2005 附件 II、III，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第二十天生效，从 2022 年 1月 27 日起实施。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欧盟修订表油菜素内酯等 8种物质的最大残留限量

2021 年 7 月 2 日，欧盟发布条例(EU) 2021/1098 号，修订

表油菜素内酯（24-epibrassinolide）、洋葱鳞茎提取物（Allium

cepa L. bulb extract）、丁氟螨酯（Cyflumetofen）、咯菌腈

（Fludioxonil）、氟草烟（Fluroxypyr）、复硝酚钠（Sodium

5-nitroguaiacolate、邻硝基酚钠（Sodium o-nitrophenolate）

和对硝基酚钠（Sodium p-nitrophenolate）在多种产品中的最大

残留限量，同时修订(EC) No 396/2005 附件 II、III 和 IV，本条

例自发布之日起第二十天生效。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美国发布“美国制造”标签最终法规

2021 年 7 月 14 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发布“美国

制造”标签最终法规。

1.定义。“美国制造”一词定义为产品、服务或指定组件为

美国本土的，包括但不限于在美国“组装”“生产”“开发”“制

造”“创造”和“手工制作”。

法规禁止销售商在标签上做出不合格的“美国制造”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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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产品满足以下三个标准：（1）产品的最终装配或加工在美国

进行；（2）产品中进行的所有重要加工均发生在美国；（3）产

品所有或几乎所有成分或组件均在美国制造和采购。

2.适用范围。该法规涵盖任何邮购目录或邮购广告。“邮购

目录或邮购广告”一词在本法规中定义为“用于直销或直接发售

任何产品或服务，以印刷或电子方式传播，并通过邮件、电话、

电子邮件等方式购买此类产品或服务”。

3.处罚根据。根据这一最终法规，FTC 现在可以对首次违反

该规则的行为处以高达 43280 美元的民事处罚，同时还可以向作

假人索赔。

4.豁免。法规允许商家在有证据表明其不合格的“美国制造”

声明不具有欺骗性时寻求豁免。

该法规于 2021 年 8月 13 日生效。

（信息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

韩国加强对进口中秋食品的通关检查

2021 年 8 月 20 日，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MFDS）发表消息

称：8 月 26 日-9 月 3 日，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将加强进口中秋

食品的通关检查，检查产品及检查项目如下所示：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6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951.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46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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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对象 检查项目

分类 产品名称

农产品（7种）

蕨菜、薇菜 铅、镉

桔梗、栗仁 二氧化硫

木耳、胡萝卜、大枣 农药（473种）

畜产品（1种） 猪肉 兽药（93种）

水产品（6种）

明太鱼（冷冻）、黄花鱼（冷冻）、

章鱼（冷冻）、贝类（冷冻、肉）

铅、镉、汞

虾类（冷冻、肉） 硝基呋喃

黄花鱼 恩诺沙星/环丙沙星

加工食品

（15种）

煮蕨菜及薇菜（果蔬加工品） 铅、镉

鱼肉 防腐剂

食用油脂类（大豆油、菜籽油、

红花油、橄榄油等）

苯并芘、总黄曲霉毒素（仅限花

生油）

健康功能食品

（6种）

营养成分产品 营养成分含量

欧洲越橘提取物 总花色苷

红景天提取物 红景天甙

奶蓟 水飞蓟

锯棕榈 月桂酸

蜂胶产品 总类黄酮、二甘醇

检查方法：农林产品（对各出口公司、包装地点检查 1 次）、

水产品（各出口公司）、畜产品（对各境外工厂检查 1 次）、加

工食品及健康功能食品（各生产公司检查 1次以上）。

（信息来源：厦门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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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布新版日本食品成分标准表

2021 年 8 月 10 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日本食品成分标

准表 2020（第 8 版）》。新版有以下几方面的变化：1.将“碳水

化合物”细分为“有效碳水化合物（淀粉和单糖/双糖）”和“膳

食纤维/糖醇”，改变能量计算方法；2.食品数量比 2015 年版增

加了 287 种，达到 2478 种；3.建立了“预制流通食品”的食品群，

增加了按比率计算成分；4.所列成分值为“国家常年正常摄入量

的代表值”，原则上是“1 食品 1标准成分值”，应需注意的是，

该值因生长环境、加工、烹饪方法等而异，菠菜、鲣鱼等时令食

品的标准成分值随季节有变化；5.新版中的氨基酸成分表、脂肪

酸成分表、碳水化合物成分表作为单册制作；6.新版明确了传统

意义上蔬菜，及“绿色和黄色蔬菜”范围。

（信息来源：厦门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网）

美国提出 PFAS报告规则

2021 年 6 月 28 日，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发布了关于《有

毒物质控制法》TSCA）第 8(a)(7)节对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

进行报告和记录保存要求的拟议规则制定通知。拟议规则要求自

2011 年 1月 1 日以来的任何一年里制造（包括进口）或已经制造

这些化学物质的企业，以电子方式报告有关 PFAS 的用途、产量、

处置、接触和危害的信息。拟议的要求将适用于所有 PFAS 物质。

截至 2021 年 4 月，EPA 在 TSCA 化学物质名录（“名录”）中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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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 1346 种 PFAS，其中 669 种物质在活跃物质清单中。拟议的

规则提供了说明性清单，列出受要求约束的物质。报告要求不仅

适用于制造或进口 PFAS 物质的企业，也适用于 PFAS 作为副产品、

杂质或存在于物品中的情况（例如含有 PFAS 作为表面涂层一部分

的物品）。而且，没有规定触发报告的 PFAS 的最低限度或最小体

积，即使 PFAS 在物品中只有微量存在，也需要报告。提交期建议

为 6个月，从最终规则生效之日起 6个月开始；记录保存期建议

为 5年，从提交期的最后一天开始。

（信息来源：中国技术性贸易措施网）

印度停止审批转基因或含转基因原料的食品

2021 年 7 月 27 日，印度食品安全和标准局（FSSAI）发布

F.No.Stds/SNF/G（Misc）号指令。该指令依据 2017 年发布的《食

品安全和标准（无标准食品和食品原料的管理法规）》，要求在

印度发布和实施转基因和含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估法规（目前

该法规正在制定过程中）之前，停止受理和审批转基因和含转基

因原料食品的申请。该指令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信息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

美国更新更安全的化学成分清单

2021 年 8 月 10 日，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更新更安全的化

学成分清单，将 36 种新化学品添加到清单中。更安全化学品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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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使用类别划分，包括着色剂、溶剂和聚合物，旨在向利益相关

者提供“鼓励使用尽可能安全的化学物质”所需的信息。新添加

的化学品中有 22 种被列为食品接触材料中使用的物质，其中四种

被归为“潜在关注化学品”，包括预计对人类健康有害的己二酸

二丁酯（CAS 105-99-7）、三羟甲基丙烷二烯丙基醚（CAS 682-09-7）

和二甘醇单苯醚（CAS 104-68-7）和预计对环境有害的海藻酸钠

（CAS 9005-38-3）。

（信息来源：厦门技术性贸易措施网）

埃及将正式启用货物预登记系统

埃及财政部长表示，埃及将于 10 月 1 日正式启用货物预登

记系统，没有通过该系统的海外货物将无法进入埃及港口。该系

统有助于缩短通关时间，降低进出口成本。埃及鼓励企业加入货

物预登记系统，若在今年 8 月底注册，将减免 50％的全国贸易“窗

口”统一电子平台的订阅费，9 月上旬注册则减免 30%，9月下旬

注册则减免 20%。据悉，货物预登记系统（Advance Cargo

Information,ACI）是一种新的海关程序，其要求在海外货物从出

口国发货前至少 48 小时提供货物数据或文件。此系统旨在降低安

全风险，保证埃及公民安全。

（信息来源：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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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修订酒类产品法

2021 年 8 月 13 日，南非政府网站发布 44988 号公告，修订

酒类产品法。主要内容包括：（1）修改天然葡萄酒的定义；（2）

修改所用原料的范围；（3）修订蒸馏工艺要求；（4）对陈酿桶

装葡萄酒的木桶作出规定；（5）修改酒桶陈酿葡萄酒、调味伏特

加的命名要求；（6）修订标签中亚硫酸盐、麸质、酒精度等的添

加使用和标注要求；（7）修订葡萄品种的标示要求；（8）修订

低度酒和陈酿的酒精度和熟化时间的要求；（9）修订添加剂、香

精香料和加工助剂的要求；（10）修订葡萄酒、白兰地、起泡酒

等部分酒类的分类。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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