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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将逐步淘汰含汞荧光灯
2022 年 9月 20 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 AB 2208

法案，禁止在该州销售两种主要类型的荧光灯。

该法案禁止在 2024 年 1月 1日及以后，螺旋式或卡口式

紧凑型荧光灯（如定义），以及在 2025 年 1月 1日及以后，针

座式紧凑型荧光灯或线性荧光灯（如定义），作为新制造产品

在加州提供最终销售、最终销售或分销。法案还免除了符合特

定标准的各种灯的禁令，包括用于图像采集和投影的灯和用于

消毒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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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窗帘条例
2022 年 11 月 2日，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CPSC 投票结果

通过两项新的最终规则，以降低窗帘上拉绳可能造成的 8岁及

以下儿童被勒死和受伤的风险。

这些新规则中的第一条将是对 16 CFR 1120 的修正，以表

明某些不符合ANSI/WCMA标准的情况将被视为CPSA第15(a)(2)

条规定的实质性产品危险。根据这项新的要求，以下情况将被

视为产品的实质性危险：

1、不符合 ANSI/WCMA A100.1 - 2018 的以下一项或多项要

求的库存窗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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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1（无绳操作系统）、4.3.1.2（短的静态或接入

线）或 4.3.1.2（无绳操作系统）中的操作线要求，或接入线），

或 4.3.1.3（无法接入的操作线）；以及

(2)第 4.3.1.2 节中的内绳要求

2、定制窗帘不符合 ANSI/WCMA A100.1 - 2018 第 4.5 节的

内线要求。

3、不符合 ANSI/WCMA A100.1 - 2018 第 5.3 节中关于产品

制造商标签的要求的库存和定制窗帘。

第二条最终规则将是 16 CFR 1260 下的一项新规定，题为

《定制窗帘产品的安全标准》。根据这项新规定，它为定制窗

帘产品的操作绳索确立了一套新的期望。特别是，它规定 "每

个定制窗帘应符合 ANSI/WCMA A100.1 - 2018 的 4.3.1 或

4.3.2.5.2 节，而不是 4.3.2 节"。 因此，这意味着定制窗帘

现在必须满足适用于库存窗帘的操作绳索要求，或者产品必须

利用符合要求的绳索或珠链约束装置。此外，还对刚性绳索护

罩以及绳索回缩装置制定了新的测试预期。此外，如果使用绳

索或珠链限制装置，现在还规定了额外的负载和可及性要求。

16 CFR 1120 的更新将在《联邦公报》公布后 30 天生效；

16 CFR 1260 的新规定将在《联邦公报》公布后 180 天生效。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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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CPSC发布防止家具倾倒的
强制安全标准

2022 年 10 月 19 日，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批准一

项新的联邦安全标准《衣物存储单元安全标准》（16 CFR 1261），

防止服装存储单元(clothing storage units,CSU)倾倒对儿童

造成伤害，该标准将于 180 天后正式生效。

此前，美国参议院商务、科学和交通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法

案（Stop Tip-Overs of Unstable, Risky Dressers on

YouthAct，STURDY），并已移交至参议院进行进一步审议，待

通过后经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旨在确保家具能够在

日常使用中较少出现倾倒，并同时要求 CPSC 须为服装存储单元

类的家具制定强制性的稳定性安全标准。

CPSC 指出，最新出台的强制性安全标准旨在防止服装存储

单元类的家具出现翻倒而造成的伤亡事故，尤其是防止对儿童

造成的伤害。其中，服装存储单元类家具包括柜子、梳妆台、

衣柜、抽屉柜、抽屉箱和门柜等具有储存功能的家具产品。

该标准生效后，所有进入美国市场的服装存储单元类家具

需超过最低稳定性要求，要有安全和识别信息的标记和标签，

并贴上吊牌，提供有关产品稳定性的性能和技术数据。此外还

涉及了对带有联锁装置的服装存储单元类家具的测试方法，联

锁装置可防止所有抽屉同时打开，从而提高家具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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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欧洲标准化机构开展欧盟塑料
回收标准制修订工作

近日，欧盟委员会向 CEN 和 CENELEC 通报了关于塑料回收

和再生塑料的新标准化要求，以支持“循环经济中的欧洲塑料

战略”。该标准化要求是 CEN 和 CENELEC 与欧盟委员会和利益

相关者两年密切合作的成果。

欧盟循环经济塑料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促进塑料产品的

循环利用。为实现这一目标，该战略要求采取一系列行动，包

括更加关注塑料产品的可回收设计以及塑料废弃物和回收物的

质量。

2018 年 12 月，欧盟委员会启动了循环塑料联盟 (CPA)，以

动员塑料产业价值链中的所有参与者采取行动，其中包括塑料

生产商和设计师、品牌和零售商以及回收商。CEN 和 CENELEC 作

为欧洲标准化组织 (ESO) 的正式成员，已加入 CPA 并签署了声

明，支持在 2025 年前实现将 1000 万吨再生塑料用于单一市场

新产品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声明中提到有必要更新或修

订欧洲标准化可交付成果，特别是考虑到塑料回收通常由区域

性中小企业和公共部门负责，它们需要欧盟提供成本效益较高

的解决方案来管理运营并确保产出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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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欧盟委员会提出新的标准化要求以解决这一需求。

该文件授权 CEN 和 CENELEC 修订 11 项欧洲标准，并制定 45 项

新的可交付成果，具体涉及塑料废物的质量等级、回收物的主

要特征以及用于不同应用领域的各种产品的回收指南（如包装、

建筑、电子电气设备、车辆和农产品等）。

该标准化要求的工作将涉及七个 CEN 技术委员会和两个

CENELEC 技术委员会，均承诺在 2025 年 8 月（标准化要求中规

定的截止日期）之前交付。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欧亚专利公约实施细则》修正案
和附录已生效

欧亚专利局（EAPO）于近日向所有利益相关方发送通知，

《欧亚专利公约专利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

一部分“发明”和第二部分“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修正案和附

录已于2022年11月1日生效。欧亚专利组织行政理事会在2021

年9月20日至21日的第41次会议上通过的决定批准了这些修

订。

《实施细则》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从 2022 年 11 月 1 日起，

申请人有机会提交与欧亚发明申请和欧亚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

相关的数字三维模型（3D 模型）。在欧亚发明和工业品外观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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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专利程序框架中使用 3D 模型是将现代数字技术纳入专利实

践的重要一步，这将允许申请人利用 3D 可视化的优势来进一步

阐明要求保护的发明的本质，并更清楚地呈现寻求外观设计保

护的产品的外观，将有助于提高欧亚专利审查的效率和质量。

3D 模型提交的技术要求将在“EAPO-ONLINE”工具的技术规定

中公布。

自 2022 年 11 月 1 日起，根据《实施细则》第 53（1）条对

欧亚发明专利提出异议和根据《实施细则》第 116（2）条对欧

亚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提出异议的时限将延长。提交异议通知

的期限为自相应欧亚专利授予信息公布之日起 9个月。

对《实施细则》第一部分“发明”所作的若干补充和澄清

涉及获得欧亚发明专利的程序，旨在优化实际实施程序的相关

条款。特别是，根据《实施细则》第 49（3）条的新措辞，只

有在向申请人发出准备授予欧亚专利的通知之前，才允许提交

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实施细则》第二部分“工业品外观设计”的附录扩大了

在实质审查阶段对工业品外观设计进行审查的清单，并扩大了

排除产品外观（申请人未要求进行法律保护的）要素的方法。

如果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数字访问服务（WIPO DAS）

向 EAPO 提供了申请，则申请人无需提交早期申请的纸质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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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2 年 11 月 1 日起生效的《实施细则》第一部分“发

明”和《实施细则》第二部分“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最新修订

版已发布在 EAPO 门户网站上。在不久的将来 EAPO 将发布非官

方的英文翻译版。

（信息来源：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

意大利发布室内家具的最低环境标准
2022 年 8月 8日，意大利在第 184 号官方公报上发布新的

最低环境标准（CAM），用于供应、租赁服务和延长室内家具使

用寿命的服务。

2022 年 6月 23 日第 254 号部长令的附件规定了新的标准，

更新并取代了自 2017 年起生效的标准。新法令在公布后 120

天，即 2022 年 12 月 6日开始生效。

新的室内陈设 CAM 适用于以下范围：提供新的室内陈设；

室内陈设的租赁服务；延长室内家具使用寿命的服务，或允许

延长其生命周期的家具的维修和再利用。

该法令的附件明确指出了必须适用 CAM 的家具，包括定制

的家具，例如，工作台面和实验室家具、衣架、椅子和凳子，

并规定内部活动墙（内部非承重隔断系统）也包括在 UNI 10700

标准中的定义。

符合 RoHS 指令的电气设备和部件被排除在外，它们构成了



10

被归类为医疗设备、支持物或残疾人技术辅助工具的家具和陈

设的一部分。

CAM 通过使用可再生或回收材料、模块化和非破坏性拆卸

来促进家具的生态设计，以允许回收零件作为备件或材料的回

收。要求使用来自可持续管理的森林的木材。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日本修订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规则要求
2022 年 11 月 1日，日本发布 G/TBT/N/JPN/752 号 TBT 通

报，修订《规定道路运输车辆安全规则细节的公告》。

根据最新修订内容，自动驾驶系统在发生动态驾驶任务

（DDT）性能相关的系统故障后，或在操作设计领域（DDT）退

出时，应将车辆安全地停在原地。要求自动驾驶的数据存储系

统（DSSAD），在不属于联合国第 157 号法规（自动车道保持系

统）的自动驾驶车辆中配备，记录有关车道变化的数据。

拟议的通过日期：2023 年 1月左右；

拟议的生效日期：与通过日期相同。

评议日期：通报发布 60 天内。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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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布部分车型废气排放固体颗粒数
测量方法的测试程序

为了评估重型车辆尾气排放的固体颗粒数，减少颗粒物排

放，日本于 2022 年 11 月 1日发布关于《规定道路运输车辆安

全规则细节的公告》的部分修订草案的G/TBT/N/JPN/753号TBT

通报。该草案引入总重超过 3.5 吨的车辆（不包括座位数不超

过 9人的纯客运车辆）配备柴油发动机或汽油直喷发动机的废

气排放固体颗粒数测量方法的测试程序。

建议通过日期：2023 年 1月左右。

建议生效日期：新车型从 2023 年 10 月（柴油），2024 年

10 月（汽油）；所有新车从 2026 年 10 月（柴油和汽油）。

评议日期：通报发布 60 天内。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印度更新离聚物树脂标准
2022 年 10 月，印度标准局（BIS）发布关于食品、药品和

饮用水接触的离聚物树脂的标准草案。标准草案概述了某些离

聚物树脂的使用、迁移、储存、取样和测试程序的要求。

BIS 建议食品中最大总迁移限值为 60 mg/kg。容积小于

250ml 且具有潜在高表面积与体积比的小型食品接触物品，或

由“片材、箔和其他不可填充物品”组成的，将被限制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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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dm2。

利益相关者可在 2022 年 12 月 6日之前对拟议更新发表意

见。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乌克兰发布关于与食品接触的
氯乙烯限制草案

2022 年 10 月 31 日，乌克兰卫生部发布关于与食品接触的

氯乙烯的限制草案，将食品接触材料或物品中氯乙烯单体（CAS

75-01-4）的浓度限制为 1 mg/kg。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CHA）将氯乙烯列为致癌物。氯乙烯

和其他单体是聚合物的组成部分，如塑料、橡胶和硅酮，可以

迁移到食品中。氯乙烯专门用于制造聚氯乙烯（PVC）塑料。2022

年 6 月，乌克兰成为加入欧盟的正式候选国。为使国家化学品

管理法规和食品接触材料标准与欧盟法规保持一致，乌克兰发

布该草案。

通报评议截止日期为 2023 年 1月 3日。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埃及发布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动洗碗机安
全的标准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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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 17 日，埃及通过 G/TBT/N/EGY/334 号 TBT 通

报，发布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动洗碗机安全的标准草案。

本埃及标准草案涉及家用和类似用途的电动洗碗机的安

全，这些洗碗机是为家庭使用而设计的，用于清洗和漂洗餐具、

切割工具和其他容器，其额定电压对于单面（single-sided）

电器不超过 250 伏，对于其他电器不超过 480 伏。用于正常家

庭和类似用途的电器，也可由私人在商店、轻工业和农场使用，

属于本标准的范围。然而，如果该电器是用于清洗和漂洗用于

商业目的的盘子、餐具和其他器皿的专业用途，则该电器不被

视为家庭使用。本标准在可行的情况下，关注所有人在家中和

周围所面临的由电器造成的常见危险。一般来说，本标准不考

虑以下情况：幼儿或有特殊需要的人在无人监督下使用的设备。

通报评议期：通报发布 60 天内。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泰国发布合成染料强制性标准
2022 年 8月 19 日，泰国政府在政府公报第 139 卷第 51 部

分第 39A 页发布一项部长条例，规定了合成染料产品的四项泰

国工业标准（TIS）。这些标准将于 2023 年 8月 19 日生效。

TIS 739-2563 (2020) 合成染料：直接染料

TIS 740-2563 (2020) 合成染料：活性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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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 760-2563 (2020) 合成染料：还原染料

TIS 2344-2563 (2020) 合成染料：硫化染料

TIS 2532-2563 (2020) 合成染料：酸性染料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