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目 录

美国修改经自动化商业环境系统呈报资料的最终规则............3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发布磁体安全条例最终规则................3

美国能源部更新循环泵、金属卤化物灯具和微波炉的能效要

求..............................................................................................4

欧盟将评估废弃电气和电子设备指令......................................5

欧洲要求智能电子设备的充电接口统一使用 Type-C 接口......8

欧盟提议修订 REACH 限制使用合成聚合物微颗粒...................8

ISO 发布新版玩具机械和物理性能安全标准............................12

山西省商务厅 编 2022 年 10 月 31 日

技术性贸易措施动态



2

越南发布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技术法规.....................................14

印度发布锑和 DEHP 的迁移限值..............................................14

印度确定启动特定种类进口食品生产企业注册相关工作.......15

日本发布出口至日本的有机农产品和有机畜产品新要求.......16

新西兰知识产权局更新商标实践指南.....................................17



3

美国修改经自动化商业环境系统
呈报资料的最终规则

2022 年 10 月 18 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正在

修订其法规，以要求在自动化商业环境（ACE）或美国海关和

边境保护局（CBP）授权的任何其他电子数据交换（EDI）系统

中进口或提供进口的兽医设备时，必须包括某些资料。

这一最终规则将提高 FDA 对审查兽医器械的入境产品的有

效性和效率，以便集中有限的资源以处理可能涉及更大公共健

康风险的产品。对于没有依从有关规则呈报完整及准确资料的

申请，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或会拒绝接受，不为其进行入境审查。

该法规将于 2022 年 11 月 17 日生效。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发布
磁体安全条例最终规则

2022 年 9 月 21 日，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发布磁

体安全条例最终规则 16 CFR 1262。该条例旨在降低因摄入一个

或多个高功率磁体而导致死亡和受伤的风险。

最终条例将适用于 16 CFR 1262.2（b）中定义的范围内的

磁体产品：

设计、销售或打算用于以下用途的消费品：娱乐、珠宝（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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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儿童珠宝）、精神刺激、减压或这些目的的组合，包含一个

或多个松散或可分离的磁体，但不包括仅出于教育、研究和/

或专业目的而出售或分发给商业或工业用户的产品。

根据该条例，磁体或含磁体的产品，当按照 16 CFR 1262.4

（确定通量指数的试验程序）进行试验时，每个松散或可分离

磁体可完全放入要求的小部件测量筒中，磁通量系数必须小于

50 kG²/mm²。

玩具不受本条例约束。玩具需符合玩具安全标准 16 CFR

1250，该标准已经解决了儿童玩具中的磁体摄入危险。

该条例将于 2022 年 10 月 21 日生效。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美国能源部更新循环泵、金属卤化物灯具
和微波炉的能效要求

美国能源部最近宣布了以下影响循环泵、金属卤化物灯具

和微波炉的监管行动。

1.循环泵

能源部已经通过了循环泵的定义、能源测试程序、取样和

评级要求以及执行规定，目前没有任何强制性测试程序或节能

标准。测量循环器泵的循环器能源指数的新程序参考了相关的

行业测试标准，并以循环器泵工作组的建议为基础。对于 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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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月 20 日或之后的扬程、流速、驱动器输入功率、循环器能

源等级和循环器能源指数的表述，必须遵守新程序。

2.灯具

能源部已经启动了一项工作，以确定是否修改现行的金属

卤化物灯具的节能标准。可以在 11 月 7 日之前提交信息，以帮

助能源部确定这些产品的修订标准是否会导致显著的能源节

约，并且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作为这项工作

的一部分，能源部欢迎在 11 月 7 日前就自最近一次修订现行标

准以来的任何技术和市场变化提出意见。

3.微波炉

能源部已将就修订微波炉节能标准的建议征求意见的截止

日期从 10 月 24 日延长到 11 月 7 日。拟议的标准将为纯微波炉

和台式对流微波炉设定最大允许的平均待机功率限制为0.6瓦，

为嵌入式和超范围对流微波炉设定 1.0 瓦。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欧盟将评估废弃电气和电子设备指令
2022 年 10 月 6日，欧盟委员会于宣布将评估在废弃电气和

电子设备指令 WEEE 下所取得的进展。

欧盟关于废弃电气和电子设备（WEEE）的指令最初于 2002

年通过，并于 2012 年对该指令进行了全面修订（通过现有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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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9/EU 号指令）。该指令旨在促进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并

通过防止和回收废物确保有效利用资源。欧盟委员会将评估这

些目标是否得到实现，以及 WEEE 指令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循环经

济和 WEEE 的无害环境管理。所有经济运营商和其他利益相关

方，都可以在 2022 年 11 月 3 日的最后期限前提供反馈。

WEEE 是欧盟（以及全球）增长最快的废物流之一，如果没

有得到适当的处理，就会变得危险。此外，它还含有珍贵和关

键的原材料，这些原材料的回收对更多的循环经济至关重要。

不断增长的消费和技术进步/数字化，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带来挑

战。因此，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进行评估，以确定 WEEE 指令是否

仍然适用。

该指令设定了越来越严格的收集和回收/再循环目标。将废

旧电子电器作为独立的废物流（有别于未分类的城市废物）进

行收集，是妥善管理和处理废物的先决条件。委员会曾开展了

一项促进合规性的举措，以评估在执行该指令（包括单独收集

废旧电子电气设备）方面的良好做法和不足之处。在使用委员

会发起的处理标准的实践经验基础上，还根据可能的进一步协

调，对成员国的废旧电子电器的处理方法进行了评估。人们认

识到，在大多数成员国中，单独收集废旧电子电器产品仍然是

一项重大挑战。对 WEEE 指令的评估预计将提供证据，不仅说明

该指令是否仍然适用，而且还将探索任何尚未开发的简化和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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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潜力，并帮助确定是否需要进行审查或者制定新规则。

该评估将评估五个评价标准：有效性、效率、相关性、一

致性和欧盟附加值。它还将包括，除其他事项外，成本和效益

分析。评价报告将特别以下列三个问题为指导：

i. 废旧电子电器设备指令的实施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

哪些是主要问题和主要挑战，为什么？

ii. 欧盟的干预是否起到了作用？

iii. 鉴于该指令生效后的发展，该干预措施是否仍然相关？

评估将特别关注实施起来特别有挑战性的方面，例如：a. 达

到 WEEE 的收集目标；b. 确保 WEEE 的适当处理，以及相关的公

平竞争环境；c. 适用生产者延伸责任的要求（特别是对网上销

售）；d. 在整个 WEEE 管理过程中打击非法活动和不合标准的

做法。

同样，评估将考虑并收集所有相关的法律（例如，法律的

连贯性和与相关立法的一致性）、环境、经济、社会、就业、

健康和技术方面的证据，以及与废旧电子电气设备的产生和管

理有关的发展。评估所涵盖的时期将从现有指令 2012/19/EU 生

效（即 2012 年 8月 13 日）起。

欧盟委员会预计将在今年开始评估，并将持续到明年第四

季度或左右。评估的结论可能会显示出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措

施，例如提出修订现有规则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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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欧洲要求智能电子设备的充电接口统一
使用Type-C 接口

2022 年 10 月 4日，欧洲议会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一项法案，

要求统一手机等便携智能电子设备的充电接口。法案规定，从

2024 年底开始，所有手机、平板电脑、数码相机、便携式导航

系统等便携智能设备新机都必须使用 USB Type-C 的充电接口。

从 2026 年起，USB Type-C 还将成为笔记本电脑充电器的标准

接口。据路透社报道，预计美国苹果公司将是受影响最大的企

业之一。新规将迫使它放弃目前正在使用的 Lightning 接口，改

用大量竞争对手已经广泛使用的 USB Type-C 接口。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欧盟提议修订REACH 限制使用
合成聚合物微颗粒

2022 年 8 月，欧盟委员会提议在 REACH 法规(EC) No

1907/2006 附录 XVII 中增加一个新的限制项，以限制化妆品、洗

涤剂、蜡、抛光剂、空气护理产品、医疗器械、农业和园艺产

品、人工运动（场所）表面的颗粒填充物中的合成聚合物微颗

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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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义

合成聚合物微颗粒(synthetic polymer microparticles)被定

义为：固体聚合物，其(1)包含在颗粒中，且至少占这些颗粒的

1% （以重量计），或(2)在颗粒上形成连续的表面涂层，且这

些颗粒中至少 1%（以重量计）满足以下任一条件：颗粒的所有

尺寸均≤ 5 mm；颗粒的长度≤ 15 mm，其长径比>3。

但以下聚合物不落入合成聚合物微颗粒的定义：

1.自然界中发生的聚合过程产生的聚合物，且这些聚合物

不是化学改性的物质；

2.根据附录，证明可降解的聚合物；

3.根据附录，证明溶解度大于 2 g/L 的聚合物；

4.化学结构中不含碳原子的聚合物。

二、限制

根据提议的法规，合成聚合物微颗粒不得作为物质投放市

场，不得在混合物中浓度≥ 0.01%（以重量计）投放市场，当

其为了赋予混合物受欢迎的特性，用于：

1.香水封装（在本修订法规生效之日起的 6年后）;

需要冲洗的产品（化妆品法规(EC) No 1223/2009 附件 II 至

VI 序言第(1)(a)点中定义的需要冲洗的产品，除非此类产品属于

本段第(a)点或含有用作磨料（即去角质，抛光或清洁）的合成

聚合物微颗粒（“微珠”）（在本修订法规生效之日起的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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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3.(i)唇部产品（化妆品法规(EC) No 1223/2009 附件 II 至 VI

序言第(1)(e)点中定义的唇部产品，除非此类产品属于本段第(a)

或(b)点或含有微珠（在本修订法规生效之日起 12 年后））；(ii)

指甲产品（化妆品法规(EC) No 1223/2009附件II至VI序言第(1)(g)

点中定义的指甲产品，除非此类产品属于本段第(a)或(b)点或含

有微珠（在本修订法规生效之日起 12 年后）；(iii)化妆品（化

妆品法规(EC) No 1223/2009 范围内的化妆品，除非此类产品属

于本段第(a)或(b)点或含有微珠（在本修订法规生效之日起 12

年后）；

4.驻留类产品（化妆品法规(EC) No 1223/2009 附件 II 至 VI

序言第(1)(b)点中定义的驻留类产品，除非此类产品属于本段第

(a)或(c)点（在本修订法规生效之日起 6年后））；

5.(i) 洗涤剂（洗涤剂法规(EC) No 648/2004 第 2(1)条所定

义的洗涤剂，除非这些产品属于本段第(a)点或含有微珠（在本

修订法规生效之日起 5 年后））；(ii) 蜡、抛光剂、空气护理

产品（除非这些产品属于本段第(a)点或含有微珠（自本修订法

规生效之日起 5年后））；

6.医疗器械（在医疗器械法规(EU) 2017/745 的范围内的医

疗器械，除非这些器械含有微珠（在本修订法规生效之日起 6

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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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肥料产品（法规(EU) 2019/1009 第 2 条第(1)点所定义的肥

料产品，但不落入该法规的范围（自本修订条例生效之日起 5

年后））；

8.植物保护产品、生物杀灭产品（法规(EC) No 1107/2009

第 2(1)条所指的植物保护产品，以及法规(EU) 528/2012 第 3(1)

条第(a)点中定义的生物杀灭产品（在本修订法规生效之日起 8

年后））；

9.农业和园艺产品（第(g)或(h)点未涵盖的农业和园艺产品

（自本修订法规生效之日起 5年后））；

10.用于人工运动（场所）表面的颗粒填充物（自本修订法

规生效之日起 6年后）。

三、标签要求

对于含有合成聚合物微粒的唇部产品、指甲产品和化妆品

应包含以下标签（自本修订法规生效之日起 8年后，直至本修

订法规生效之日起 12 年后）：

“This product contains microplastics.”（“本产品含有

微塑料。”）

文本应为清晰、易读和不可磨灭的，标在标签、包装、安

全数据表(SDS)或包装随附单张上。

四、豁免

上述要求不适用于以下合成聚合物微颗粒：



12

1.已通过技术手段，防止所含有的合成聚合物微颗粒在预

期最终用途期间，按照使用说明使用时，向环境释放；

2.在预期最终用途期间，合成聚合物微颗粒的物理性质永

久改变，使聚合物不再落入本限制项的范围；

3.在预期最终用途期间永久掺入固体基质中的合成聚合物

微颗粒。

4.以上要求不适用于以下情况及产品：

a.用于工业场所的合成聚合物微颗粒；

b.指令 2001/83/EC 范围内的药品和法规(EU) 2019/6 范围内

的兽药产品；

c.法规(EU) No 2019/1009 范围内的欧盟肥料产品；

d.法规(EC) No 1333/2008 范围内的食品添加剂；

e.体外诊断器械，包括法规(EU)2017/746 范围内的器械。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ISO 发布新版玩具机械和物理性能
安全标准

2022 年 9 月，ISO 发布了与玩具机械和物理性能有关的新

版安全标准 ISO 8124-1:2022，取代 ISO 8124-1:2018。

ISO 8124-1:2022适用于任何设计或明确用于 14岁以下儿童

游戏的所有玩具产品。该标准中的要求规定了玩具结构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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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标准，如形状、尺寸、轮廓和间距，以及某些类别的玩

具所特有的特性的可接受标准。

ISO 8124-1:2022 纳入了 ISO 8124-1:2018/Amd.1:2020 和 ISO

8124-1:2018/Amd.2:2020 的修正案，这些修正案涉及到飞行玩具

的要求和各个方面，如膨胀材料和装配。除了纳入这些修订外，

以下是新标准中额外技术更新的摘要。

——对书写材料的小部件要求不包括可拆卸的部件；

——包装上要求的警告可以改为放在产品本身，只要消费

者在购买前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警告；

——为儿童可以进入的玩具提供了各种通风口的选择；

——对电动骑乘玩具增加了新的速度限制；

——增加了对拉动或推动玩具的声学要求（最大 A加权声

压级）；

——增加了对功能性玩具和拟与食物接触的玩具的要求；

——增加了对充气玩具的要求，其中也包括不能在水中使

用的玩具；

——修改了测试危险环路的头部探头的尺寸；

——对警告和警告的位置进行了各种更新。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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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发布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技术法规
2022 年 9 月 15 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宣布越南自然资

源与环境部（MONRE）为物质、混合物和物品中的几种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设定最大允许限值。主要内容如下：

监管几种持久性有机污染化学品，每种化学品都有明确的

定义产品集和规范；

定义不同材料或产品的取样方法；

规定持久性有机污染化学品分析标准；

接受其他同等或更高精度的国家或国际标准，用于取样和

分析。

越南正在就其监管的几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提案进行磋

商。如果获得批准，这些限制将在发布六个月后生效。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印度发布锑和DEHP的迁移限值
2022 年 8月 30 日，印度食品安全和标准管理局（FSSAI）

正式修订了《食品安全与标准（包装）条例》，将锑（CAS

7440-36-0）和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邻苯二甲酸酐，

DEHP，CAS 117-81-7）从塑料包装中的总迁移限值包括在内。

锑和 DEHP 在食品中的迁移限值分别为 0.04 mg/kg 和 1.5 mg/kg。

三氧化二锑（CAS 1309-64-4）是一种常用的塑料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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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制造中，它通常用作催化剂，

以提高生产 PET 树脂的化学反应速率。科学研究表明，塑料中

存在的锑可以从材料中迁移到食品中，迁移随着温度和饮料酸

度的升高而增加。邻苯二甲酸盐暴露也与多种健康影响有关。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印度确定启动特定种类进口食品生产
企业注册相关工作

2022 年 10 月 10 日，印度食品安全标准局（FSSAI）发布

F.No.TIC-B02/2/2022-importS-FSSAI 号通告，确定启动特定种类

进口食品生产企业注册相关工作。

主要内容为，鉴于其 2021 年发布的《进口食品食品安全与

标准》1号修订条例规定，向印度出口乳及乳制品、肉及肉制

品（包括禽肉、鱼及其产品）、蛋粉、婴儿食品、营养食品的

食品生产企业必须向印度注册，通告要求，出口国家的主管部

门应提供目前正向、以及拟向印度出口上述食品的生产企业名

单及相关信息（包括出口国主管部门及联系方式、生产企业名

称及联系方式、出口国主管部门的备案号以及出口产品的名称、

HS 编码）至特定邮箱，FSSAI 将根据提供信息进行注册。通告

内容自 2023 年 2 月 1 日起生效实施。

（信息来源：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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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布出口至日本的有机农产品
和有机畜产品新要求

2022 年 9 月 21 日，日本财务省和农林水产省发布第 22 号

通告，该通告对出口到日本的有机农产品和有机畜产品的后工

序管理，标识管理和管理人员认证提出要求，并于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执行。具体如下：

（1）出口至日本的有机农产品的收获、运输、分类、准备、

洗涤、储存、包装和其他过程，应符合日本《有机产品农业标

准》第 4条关于后序管理部分的标准（农林水产省公告第 1605

号，2005 年 10 月 27 日）；

（2）对于出口至日本的有机畜产品，应符合日本有机畜产

品农业标准第 4条中的餐桌屠宰，拆解、分类、制备、洗涤、

储存、包装和其他过程的管理标准（农林水产省公告第 1608 号，

2005 年 10 月 27 日）；

（3）对标签信用等级要求和管理人员的要求：标签信用等

级应符合日本要求，对有机农产品和畜产品生产过程管理人员

和国外生产过程管理人员应获得日本认可的认证技术要求等。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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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知识产权局更新商标实践指南

新西兰知识产权局（IPONZ）近期更新了商标实践指南。

克服引用

IPONZ 已经修改了关于“克服引用（Overcoming a Citation）”

的实践指南，以考虑商标在先使用。在确定是否存在与商标申

请有关的特殊情况时，IPONZ 审查员将考虑与在先使用有关的

文件和证据。这取代了之前的做法，即审查员不会考虑试图证

明在先使用的文件。

计算机服务附录和一般附录

IPONZ 修改了商标实践指南“计算机服务附录”。这些新

的和修订的指南阐明了商标审查员将如何评估商品和服务规范

中的“提供网站（providing a website）”或类似的术语。这

些更改是为了与当前的尼斯分类以及这些术语在国际上的处理

方式保持一致。

IPONZ 还对一般附录实践指南进行了类似的更新。

（信息来源：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