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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CPSC建议修订服装纺织品的可燃性标准

2022 年 9 月 14 日，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CPSC)提议修

订服装纺织品的可燃性标准 16 CFR 1610。

提议的修订内容包括：

1.更新凸面织物的燃烧代码（燃烧特性），以整合多余的

代码，消除不需要的和不清楚的代码，以提高可燃性分级的清

晰度；

2.在目前的标准中，“停止线”被规定为“No.50, 白色，

丝光布，100%缝纫棉线”。目前“No.50”不是一种普遍而清

晰的描述方法，因此，在提议的标准中，停止线的规定将改为

“三股，白色，丝光布，100%缝纫棉线，35 至 45 Tex”；

3.更新干洗的选项:由于法规对于全氯乙烯的使用限制，增

加了碳氢化合物作为额外的选项；

4.更新洗涤和烘干的规范,以满足目前市场上的机器。它

还合并了洗烫标准 AATCC LP1–2021，以取代旧标准 AATCCTM

124-2006。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美国修订免于认证的着色剂清单

2022 年 11 月 10 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发

布公告，正在修订着色剂法规，以扩大螺旋藻提取物的安全使

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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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请愿书和其他相关材料中的数据和信息，FDA 得出结

论，将螺旋藻提取物用作酒精含量低于 20%的酒精饮料、非酒

精饮料、调味品和酱汁、蘸料、乳制品替代品、沙拉酱和调味

品混合物（未加热）是安全的。因此，FDA 正在修改 21 CFR 第

73 部分中的着色剂法规。此外，根据 21 CFR 71.20（b）中列

出的因素，FDA 继续得出结论，螺旋藻提取物的认证对于保护

公众健康是不必要的。

新法规将于 2022 年 12 月 13 日生效。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美国纽约将禁止使用含有PFAS 的食品包装

2022 年 10 月 19 日，美国纽约《环境保护法》第 2章增加

了第 37-0209 条，规定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开始，任何人不得

分发、销售或提供销售含有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PFAS）物质

的食品包装。研究表明， PFAS 可以从包装中转移到所含食品

中。食品包装中的 PFAS 也可以从包装中迁移到垃圾填埋场和堆

肥中。来自大型堆肥设施的堆肥有时会被用于农业用地，PFAS

最终会进入供人类食用的作物。

根据该条例第 0203 条，“食品包装”一词是指“用于直接

接触食物的包装或包装部件，其主要部分由纸、纸板或其他最

初来自植物纤维的材料组成”。这类包装的例子包括杯子、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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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箱、托盘、包装纸、袋子、汤杯、糕点盒、三明治包装纸、

披萨盒等物品。

就食品包装而言，PFAS 被定义为“一类含有至少一个全氟

碳原子的氟化有机物”。此外，“有意添加”一词是指“产品

中的化学品，在产品成分中起到预期的作用”。意味着，PFAS

仍有可能被使用，例如，在制造过程中被用于加工剂、脱模剂

或中间物。然而，纽约州环境部不鼓励使用 PFAS，即使是作为

加工助剂也是如此。

虽然这项法律也适用于销售食品的人，而不是只适用于制

造商和分销商，但提供食品销售的人可以依靠他们的包装供应

商或制造商提供的合规证书，该证书说明包装或包装部件符合

本要求。

DEC 已经公布了一些资源，以帮助人们为他们的食品容器

找到可行的替代品。请参考 DEC 网站上的参考指南：“一次性

发泡聚苯乙烯食品和饮料容器以及发泡聚苯乙烯泡沫松散填充

包装（包装花生）的替代品”和“泡沫容器、空隙填充和保护

性包装替代品指南”。

自从 1994 年 1 月 1 日起，该法案就有了限制使用产品包

装中的重金属的规定，因为它们存在于包装焚烧时的排放物或

灰烬中，或包装填埋时的浸出液中。具体来说，法案要求制造

商或经销商提供销售或用于促销的任何产品，在焚烧前，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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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包装部件中的铅、镉、汞和六价铬的浓度水平之和不得超过

100ppm（重量）。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欧盟发布《数字市场法案》

2022 年 7 月 18 日，欧洲理事会正式通过《数字市场法案》

（DMA）。该法案于 2020 年 12 月与《数字服务法》（DSA）一

同被提出以实现欧盟对数字空间的监管。今年 3月欧盟理事会

与欧洲议会就 DMA 达成临时协议，并于 2022 年 5月得到欧盟成

员国代表批准。

DMA 旨在监管大型在线平台（“看门人”），明确其权利

与规则，确保其不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营造公平且有竞争力

的数字环境。DMA 规定大型在线平台必须：

——确保退订核心平台服务跟订阅时一样容易；

——确保即时通讯服务基本功能的可互操作性，即用户可

以在各类通讯应用程序间交互信息、语音或文件；

——允许商家访问他们在平台上的营销或广告绩效数据；

——在收购和合并时通知欧盟委员。

大型在线平台不能：

——将自己的产品或服务排名高于其他人；

——预先安装某些应用程序或软件，或阻止用户轻松卸载

这些应用程序或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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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装操作系统时要求默认安装最重要的软件（例如

网络浏览器）；

——阻止开发者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应用销售；

——将服务期间收集的私人数据重新用于另一项服务。

被认定为“看门人”的大型在线平台需要在 6 个月内遵守

上述 DMA 规则，违反规定的公司将面临全球年营业额 10%的罚

款，再次违规罚款上限将高达 20%，若存在系统性违规（8年内

3 次），欧盟委员会可以展开市场调查，并在必要时采取行为

或结构性补救措施。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欧盟计划强制要求减少包装废弃物并

增加包装中的再生成分

根据一份文本草案，欧盟委员会关于修订包装和包装废弃

物指令（PPWD）的提案将要求到 2025 年 65%的包装被回收，并

在 2028 年之前对易拉罐和塑料瓶实行强制性押金返还计划。此

外，修订后的 PPWD 提案将为纸张和纸板等个别材料设定最低回

收率及最低回收含量要求，以减少包装废弃物并促进其回收。

欧盟委员会于 2020 年 9月 30 日公开启动了欧盟包装和包

装废弃物规则的修订进程。目前关于包装和包装废弃物的第

94/62/EC 号指令（现行 PPWD）规定了在欧盟市场上的包装以及

包装废弃物的预防和管理。现行 PPWD 已被纳入所有成员国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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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并要求所有投放到欧盟市场的包装必须符合与成分和回收

有关的基本要求。然而，欧盟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对包装的成

分以及可重复使用和可回收的性质提出更明确和更具体的要

求。因此，委员会审查了目前的 PPWD，并将很快公布其修订建

议。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发布太阳镜最新标准

近日，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发布太阳镜最新标准 EN ISO

12312-1:2022 ， 并 将 取 代 旧 版 本 EN ISO

12312-1:2013/A1:2015。标准实施日期：2023 年 1月 31 日。

目前欧盟 PPE 法规(EU 2016/425)的太阳镜协调标准, 仍然

是旧版本 EN ISO 12312-1:2013/A1:2015，太阳镜协调标准何

时采用新版标准（即 EN ISO 12312-1:2022 还未被欧盟官方法

规正式采用），欧盟官方目前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

相对于旧版本的标准，新版本标准主要变化如下：

1.新增电致变色镜片的要求;

2.将局部屈光力变化的检查方法替换为通过镜片观察规则

网格图像的检查方法（ISO 18526-1:2020 第 6.3 条）;

3.引入了在 5℃和 35℃下激活光致变色镜片作为可选信

息;

4.将侧面保护扩展到 4类儿童太阳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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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 ISO 18526-4:2020 引入七个人头模型，三个 1 型和

三个 2型，外加一个儿童人头模型。每种类型有三种尺寸—小、

中、大。对于太阳镜，这些测试人头模型的使用通常涉及不同

的瞳孔间距。例如，类型 1的瞳孔间距为 60、64、68 毫米;

6.更新单片区域内的可见光透射率的均匀性要求，将测量

区域缩小至 30mm 直径，同时将限值提高至 15%（第 4类滤光片

的 20%限值保持不变）。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乌克兰禁止三氯生用于制造食品接触塑料

2022 年 10 月，乌克兰卫生部在该国官方公报上发布了

1735/2022 号命令，禁止三氯生用于制造与食品接触的塑料材

料和物品。新法规符合欧盟委员会 2010 年 3 月 19 日第

2010/169/EU 号决定。2023 年 1月 1 日或之前投放市场的三氯

生制造的食品接触塑料可继续销售至 2024 年 1月 31 日。

2,4,4'-三氯-2'-羟基二苯醚（俗称三氯生）是一种具有

潜在内分泌干扰特性的抗菌剂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澳大利亚建议制定新的自行车头盔

强制性安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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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0月 27日，澳大利亚发布G/TBT/N/AUS/146号 TBT

通报，就自行车头盔强制性标准的审查进行咨询。

强制性安全标准自行车头盔参考了 2008 年版澳大利亚自

愿性标准中的某些要求。 澳大利亚自愿标准在 2020 年进行了

更新。澳大利亚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 ACCC 建议制定新的自

行车头盔强制性安全标准，允许供应商遵守最新版本的澳大利

亚自愿性标准，即《用于自行车和轮式娱乐设备的头盔》（AS/NZS

2063:2020）。此外，ACCC 建议允许供应商遵守以下四个广泛

采用的海外自愿性标准中的任何一个:

——国际标准（Snell B-95，1995 年自行车头盔标准，1998

年自行车运动中使用的保护性头盔修订标准）

——欧洲标准《脚踏车和滑板及旱冰鞋使用者的头盔》（EN

1078:2012+A1:2012）

——美国标准《用于休闲自行车或旱冰鞋的头盔标准规范》

（ASTM F1447:2018）

——美国标准《自行车头盔安全标准》（16 C.F.R. 1203）

新的安全标准除了这些自愿性标准中的要求外，不会提出

任何其他要求，以减少监管复杂性和重复性，从而进一步促进

贸易。

评议截止日期：2022 年 12 月 26 日。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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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签署谅解备忘录

2022 年 11 月 3 日星期四，巴西国家工业产权局（INPI）局

长克劳迪奥．维拉尔．富塔多（Cláudio Vilar Furtado）与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负责基础设施和平台部门的副总干

事夏目健一郎（Kenichiro Natsume）签署了一份涉及信息技术

领域的谅解备忘录。

上述谅解备忘录包含下列内容：WIPO 提供可用于知识产权

管理、在线服务和文件管理的企业系统；用于改善 INPI 工作流

程管理的项目；数字化项目和数据质量改进；交换数据以传播

知识产权；以及创建知识产权数据库。

此外，为了优化 WIPO 在 INPI 部署的企业系统的使用，这

份备忘录还涉及下列事项：信息技术战略咨询服务；信息技术

审计、管理、资源和基础设施；技术援助、软件更新、知识转

让和培训的提供。

（信息来源：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南非发布产品ARSO质量标记和国家

质量标记双重标记准则

2022 年 10 月 26 日，非洲标准化组织合格评定委员会（ARSO

CACO）秘书处南非发布关于非洲准则的G/TBT/N/ZAF/249号TBT

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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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准则描述了对符合非洲协调标准的产品使用 ARSO 质

量标志和成员国通知的质量标志的双重标记的基本原理。相关

文件包括：

非洲指南——产品使用 ARSO 质量标志和国家质量标志的

双重标记

法规——第 1部分：ACAP 认证体系的一般要求

合格评定——第 2部分：认证体系和标准设计的特殊要求

合格评定——第 3部分：认证机构的批准要求

合格评定——第 4部分：测试和校准实验室的认可/批准要

求

通报评议截止日期：2022 年 12 月 25 日。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泰国将个人计算机和计算机设备

列为标签管制商品

2022 年 10 月 22 日，泰国通过 G/TBT/N/THA/684 号 TBT 通

报，发布标签委员会关于《确定个人计算机和计算机设备为标

签管制商品》的通知草案。

草案将个人计算机和计算机设备规定为标签管理商品。该

草案适用于个人电脑，包括笔记本电脑和便携式电脑，以及不

作为设备组装在一起的电脑设备。标签管制商品的标签应酌情

注明声明、数字、人工标记或图像，不得对产品的本质产生误

https://eping.wto.org/en/Search/Index?viewData=%20G/TBT/N/THA/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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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并应以泰语或伴有泰语的外语显示，清晰可见，便于辨认。

标签管制商品的细节必须明确，如产品的类别或类型名称、名

称或商标、生产国名称、用途、价格、生产日期和警告等。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老挝海关扩大保护知识产权的边境措施

每一个国家都制定有监管跨境商品的海关措施。海关部门

和其他政府机构负责实施这些措施，包括检查货物以及对进出

国门的商品征税，以此促进国际贸易。

老挝是众多力图为经营者出口、中转、移动和存储商品创

造有利环境的国家之一。除了征税职责，老挝海关部门还制定

了保护知识产权以及阻止不公平竞争的措施，包括 2011 年实施

的打击商标和版权侵权的保护措施。

2022 年，老挝进一步完善了知识产权执法框架，即制定了

打击侵权商品的边境措施。2022 年 2月，老挝政府发布了新的

海关指令，将工业品外观设计加入到老挝海关部门的受保护知

识产权名单中。这意味着知识产权所有人可基于海关保护措施

请求老挝海关部门对侵犯受保护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产品采取行

动。

程序

知识产权所有人可以商标、版权或工业品外观设计正在或

很有可能被侵权为由，向老挝海关部门提出中止放行任何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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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或过境商品的请求。

为获得这种保护，知识产权所有人必须向海关部门提交一

份所有权声明。一旦获批，申请将提交给省级和首都的海关，

过境商品检查官将以此为参考。

所有权声明应附有相关的用于检查和监督作为知识产权主

体的货物的书面表格。在主管机关对请求采取行动之前，申请

人还必须提交各种其他信息和文件证据。

申请被提交给财政部的海关部门。该部门会在收到申请后

的 10 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申请是否获批。

申请获批后将转交给省级和首都海关进行风险管理，官员

在边境检查货物时将其用作参考。

海关保护从获批之日起生效。依据申请提供的保护有效期

为 2 年，可要求延长。

在保护期内，申请人应通过海关对申请表进行信息修改或

增补。

特殊情况下获得帮助

申请人还可以对违法者采取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其可向海

关部门提交书面请求，并提供涉嫌侵权的证据，以及银行或其

他金融机构的现金保证金或担保，金额为 1000 万基普（580 美

元），以防在没有知识产权侵权的情况下弥补他方可能遭受的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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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部门收到申请和必要的证明材料后，会按照知识产权

权利人的要求进行检查并暂时扣押货物。

接下来，海关官员会将书面报关单中的信息（例如，货物

名称、品牌、原产地、价值、包装、质量、运输路线等）与知

识产权保护数据库中的信息进行对比。如果怀疑侵权，海关官

员有权扣留货物 10 个工作日。如果申请人提供证据证明已就该

事项启动争端解决或法律程序，临时中止放行期可以延长。

海关人员也可以选择扣押货物，依法起诉侵权人。

总结

当海关官员发现违规物品时，海关官员有权限制或扣押货

物，包括用于实施海关犯罪的任何运输工具。他们还有权拘留

涉案人员，出示案件记录，并将嫌疑人连同物证一起移交人民

检察院起诉。

（信息来源：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韩国发布《烟草制品风险管理法》提案

2022 年 10 月 26 日，韩国发布关于《烟草制品风险管理法》

提案的 G/TBT/N/KOR/1109 号 TBT 通报。

由于韩国已经批准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因

此制定了《烟草制品风险管理法》，以遵守关于烟草制品的国

际法规，保护人民的健康。该法案内容如下：

——第 1条至第 4条：规定了烟草制品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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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条至第 10 条：规定了烟草制品的管理计划。

——第 11 条至第 18 条：规定了遵守和执行等内容。

——第 19 条至第 25 条：规定处罚等。

通报评议截止日期为：2022 年 12 月 25 日。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