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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布关于修订金属卤化物灯节能标准的技术法规草案

2021 年 10 月 25 日，美国能源部（DOE）发布公告，内容涉

及修订金属卤化物灯节能标准的技术法规草案。

美国能源部根据 1975 年的《能源政策与保护法》（EPCA）

对各种消费品和商业、工业设备的节能标准进行了严格规定，范

围包括金属卤化物灯。EPCA 要求能源部定期确定更为严格的节能

标准在技术上是否可行、经济上是否合理、能否节约大量能源。

美国能源部经过大量研究表明，该节能标准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

技术法规草案的制定旨在保护人类生命安全，提高产品质量，保

护环境，节约能源。技术法规草案生效日期为 2021 年 11 月 24

日。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灼热丝试验”新版标准

2021 年 10 月 28 日，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发布 IEC

60695-2-10：2021《着火危险试验第 2-10 部分：灼热丝/热丝基

本试验方法 灼热丝装置和通用试验方法》，该标准规定了用灼热

丝装置和通用试验程序模拟热源（如灼热元件或过载电阻）短期

内产生热应力的效应，以便通过模拟技术来评估火灾危险。

该标准描述的测试程序为使用标准化的电热丝作为点火源

的小规模测试的通用测试程序，是应用于最终产品和固体电绝缘

材料或其他固体可燃材料的测试程序的基础部分。此外，I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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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95-2-11《着火危险试验 第 2-11 部分：基于灼热丝/发热丝的

试验方法 最终产品的灼热丝可燃性试验》、IEC 60695-2-12《着

火危险试验 第 2-12 部分：基于灼热/发热丝的试验方法 材料的

灼热丝易燃性试验》和 IEC 60695-2-13《着火危险试验 第 2-11

部分：基于灼热/发热丝的试验方法材料的灼热丝起燃性试验》中

分别给出了每个特定测试程序的详细说明。该标准需与 IEC

60695-2-11、IEC 60695-2-12 和 IEC 60695-2-13 结合使用。本

次发布的标准为第三版，新版标准发布后，2013 年出版的第二版

标准将取消并被新版标准完全取代。新版本相对于上一版本主要

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调整：

（1）第 3 条中增加了有关时间和持续时间的新术语和定义。

（2）删除了原“附录 A”设备的生产商和供应商要求。

（3）原“附录 B”由资料性附录更改为规范性附录，即原标

准中“起燃”和“有焰燃烧”观察导则相应内容由参考性材料变

更为标准正文的补充或附加条款。

（4）增加了新的附录 C，提出了时间和持续时间可视化要求，

并给出了样本行为的示例，以及评估方法。

目前，我国现行的国家标准 GB/T 5169.10-2017《电工电子

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 10 部分：灼热丝/热丝基本试验方法灼热丝

装置和通用试验方法》引用了 IEC 60695-2-10：2013，与本次 IEC

发布的新版本标准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附录部分，尤其是新增

加的附录 C部分，提醒相关企业密切关注目标市场的最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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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做好相应调整。

（信息来源：浙江省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信息服务平台）

欧盟修订《化妆品法规》

2021 年 10 月 14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两项通报，考虑到消费

者安全科学委员会（SCCS）上半年提出的对含有甲醛释放剂、二

苯甲酮-3、奥克立林的化妆品的修改建议，拟对《化妆品法规》

No 1223/2009 进行部分修订。涉及修订内容包括：

（1）将目前的甲醛释放剂标签阈值从 0.05%降低到 0.001%，

以进一步保护对甲醛敏感的消费者。如果成品中释放的甲醛总浓

度超过 0.001%，无论成品是含有一种或多种释放甲醛的物质，均

应标明“释放甲醛”警告。

（2）奥克立林的即用型制剂的最大浓度由原来的 10%，调整

至 9%-10%。其中，用于推进剂喷雾产品时的当前最大浓度为 9%；

其他产品为 10%。

（3）二苯甲酮-3 的即用型制剂的最大浓度由原来的 6%，调

整至 2.2%-6%。其中，用于面部产品、手部产品和唇部产品（不

包括推进剂和喷雾产品）最大浓度为 6%；用于身体产品（包括推

进剂和喷雾产品）的最大浓度为 2.2%；其他产品为 0.5%。

（信息来源：浙江省 WTO/TBT 通报咨询中心）



6

韩国发布化妆品法案修订提案

2021 年 10 月 22 日，韩国发布化妆品法案修订提案。根据现

行法案，为照顾盲人或视力受损的消费者，化妆品容器和包装上

贴有盲文标签。然而，现行法规不要求提供产品名称和经营企业

以外的详细盲文信息，这使得视力障碍者在购买化妆品时难以获

得准确的产品信息。此外，失聪人士在购买化妆品时也会遇到类

似的问题。因此，为了向视力或听力受损的人提供化妆品的详细

信息，要求经营者在化妆品的容器或包装上以盲文和文本-语音转

换代码显示详细的产品信息。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欧盟拟制订有机农业与贸易产品实施细则

2021年10月21日，欧盟委员会网站发布Ares（2021）6482497

号咨询文件，拟制订有机农业与贸易产品实施细则，更新（EU）

2018/848 和（EC）No834/2007 向欧盟出口有机产品的名单、第三

国管制当局和认证机构名单，具体内容如下：

（1）相关国家该产品符合要求，则产品可以作为有机产品在

联盟内投放市场，进口时需由主管当局或确认的第三方认证机构

检查证书确认这种合规性；

（2）该规定 2026 年 12 月 31 日到期，确认日期之前根据贸

易协定顺利过渡到承认计划，第三国继续确保其有机生产和控制

规则与生效的欧盟规则对等，并且符合所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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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布最新认可的第三国产品名单及第三国管制当局和

认证机构名单。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英国更新对英出口有机食品认证规定

2021 年 11 月 1 日，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更新认证

有机食品出口到英国规定。主要内容包括：申请对英出口有机产

品的外国管理机构必须重新申请，证明在 2022 年底前达到同等的

英国有机标准。该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日本拟修订食品标签标准

2021 年 11 月 2 日，日本消费者厅发布公告，拟修订食品标

签标准，意见反馈期为 WTO 秘书处分发后 60 天。主要修订内容为：

（1）由于高油酸大豆可以通过常规育种生产，高油酸重组大

豆不再属于“特定转基因农产品”的定义，部分食品标签标准将

被修订；

（2）由于预计转基因芥末食品将在日本新流通，因此将修订

部分食品标签标准，以使转基因芥菜受到转基因标签的约束；

（3）由于修订了《日本食品成分标准表》并采用了新的营养

成分分析方法，因此将修订部分食品标签标准；

（4）日本农业标准（JASStandard）与国际标准接轨，对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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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和食用植物油脂的 JAS 标准进行了部分修改。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日本取消对中国产黑木耳中吡虫啉的强化监控检查

2021 年 11 月 10 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药生食输发 1110

第 2号：取消对中国产黑木耳中吡虫啉的强化监控检查。

根据 2021 年度进口食品等的监控检查计划，按 2021 年 3月

30 日发布的食安输发 0330 第 2号（最终修正：2021 年 11 月 5

日发布的生食输发 1105 第 1 号），对食品实施监控检查。根据迄

今为止的检查结果，取消对中国产黑木耳中吡虫啉的强化监控检

查

（信息来源：厦门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网）

日本对中国产荞麦面中黄曲菌毒素实施命令检查

2021 年 11 月 10 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生食输发 1110 第

1号：对中国产荞麦面中黄曲菌毒素实施命令检查。

在实施进口命令检查时，在实施进口监督检查时，检测出中

国产荞麦面中总黄曲菌毒素含量超标，故对其实施检查命令。

（信息来源：厦门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网）

日本拟修订《酒税法》和《酒类行政法解释通则》（草案）

2021 年 10 月 25 日，日本就部分修订《酒税法》和《酒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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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解释通则》（草案）征求公众意见。主要修订内容为在“为

了促进发酵或防止制造时发生意外危险等目的，在进料或制造过

程中需要添加的最小限度的物品”中：

（1）调整“维生素（硫胺盐酸盐）”和“抗酸剂（碳酸钙、

氨水）”的顺序；

（2）新增助滤剂（聚乙烯醇聚吡咯烷酮）；

（3）气体除了氧气和二氧化碳之外，新增“氩气”；

（4）在“果酒及甜味果酒的制造工序中”删除“氩气”。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将对瓶装水实施强制标签管理

国际文传电讯社莫斯科 10月 29 日电，据欧亚经济委员会贸

易部门发布消息，应俄罗斯方面的倡议，欧亚经济委员会理事会

决定在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对瓶装水分阶段实施强制标签管理。

根据该决定，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将不早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对含气和不含气天然矿泉水实施强制标签管理；不早于 2022

年 3月 1日对其他含气和不含气天然矿泉水及其他饮用水实施强

制标签管理。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将各自决定对瓶装水实施强制

标签管理的程序和具体时间。今后，未加贴电子标签的瓶装水将

禁止在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市场流通。

俄罗斯自 2020 年 4月至 2021 年 6 月对包装水实施强制标签

管理试点，自 2021 年 12 月 1日起对矿泉水实施强制标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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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1 年 3月 1日起对所有包装饮用水实施强制标签管理。哈萨

克斯坦自2021年7月对包括包装水在内的非酒精饮料实施强制标

签管理试点。

（信息来源：商务部网站）

波兰制订膳食补充剂中硒和钼的每日最大摄入限量

2021 年 10 月 28 日，波兰卫生和流行病委员会下辖膳食补充

剂小组发布了 7/2021 和 8/2021 号决议，分别制订了膳食补充剂

中硒和钼的每日最大摄入限量，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其中适用于

健康成人的膳食补充剂中硒的每日最大摄入限量为 200μg，钼的

每日最大摄入限量为 350μg。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越南发布输华食品生产企业紧急实施注册登记要求

2021 年 10 月 21 日，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下属国家动植物

卫生与流行病学及检疫咨询办公室（越南 SPS 办公室）发布了关

于“输华食品生产企业紧急实施注册登记要求”的第

221/SPS-BNNVN 号公函。主要内容如下：

（1）省、直辖市人民委员会紧急指导输华食品生产企业登记

工作，并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前，将注册卷宗送交国家食品安全

主管部门；

（2）对于农业和农村发展部管理的产品，应证明企业符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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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注册要求，并于 2021 年 10 月 30 日前按中方规定向中国海关总

署办理注册手续；

（3）企业主动配合当地管理机构完成注册档案，确保按时完

成；与中国的进口商和代理商协调，根据市场法规获取有关标签

和包装的信息。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印度发布在标准化食品中添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指示

2021 年 10 月 22 日，印度食品安全标准局（FSSAI）发布根

据第 16（5）条关于在标准化食品中添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指示。

该指示澄清了维生素和矿物质可以添加到 2011 年食品安全和标

准（食品产品标准和食品添加剂）条例中列出的任何标准化食品

中，但不超过一个 RDA（推荐每日摄取百分比）。还澄清了仅在

标准化食品中添加维生素和矿物质并不能将所得产品视为专有食

品，此类产品仅应作为标准化食品获得许可。另外，考虑到食品

经营者已获准生产专利食品类添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标准化食品

的事实，决定允许食品经营者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使用现有

的预印包装，并修改各自标准化食品类别下的许可证。该规定自

发布之日实施。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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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发布《进口食品放行条款和要求》

2021 年 10 月 27 日，沙特阿拉伯食药监局发布《进口食品放

行条款和要求》，帮助经销商了解食品清关的要求和条件，主要

包括：进口食品的强制性一般要求，如进口商在 SRIF 系统中注册

并导入相关进口产品，根据要求进口食品需储存在许可的仓库等；

需要解释进口食品强制性文件要求，如原产地证书、商业发票、

提单、健康证等提交要求；食品的相关的技术法规和一般规范，

包括食品添加剂要求、营养标签要求、微生物要求、清真食品要

求等。

《进口食品放行条款和要求》适用于所有用于商业用途的食

品进口。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美国制订芬苯达唑在牛奶中的最大残留限量

2021 年 10 月 20 日，美国联邦公报消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FDA）发布 2021-22604 号公告，将牛奶中兽药芬苯达唑

（fenbendazole）的最大残留限量制订为 0.22mg/kg。

该公告于发布之日起生效。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巴西制订动物源性产品的过境和卫生认证程序

2021 年 10 月 19 日，巴西农业、畜牧业和食品供应部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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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号公告，制订动物源性产品的过境和卫生认证程序。具体内

容如下：

（1）制订该程序的目的及各项定义；

（2）企业资质；

（3）需要提交的文件或资格申请；

（4）暂停资格、产品失效和公司终止的程序；

（5）产品运输的要求；

（6）颁发国家健康证和国际健康证的程序；

（7）取消和更换卫生证书、过境指南和动物源性产品声明要

求；

（8）卫生证书、过境指南和动物源性产品申报的有效期等。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澳大利亚对进口中国核果类水果和鲜食葡萄包装制定新要求

斑翅果蝇 Drosophila suzukii 又称铃木氏果蝇、樱桃果蝇，

不仅取食落地果或受损伤的水果，还可将卵直接产于成熟或即将

成熟的樱桃、桃、欧洲李、葡萄、草莓、树莓、蓝莓、柿子、番

茄等果皮较软的果实内，幼虫在果实内取食，给果园造成严重损

失，在我国多地有发生。

目前斑翅果蝇在澳大利亚没有发生，是澳关注的重要有害生

物，为防止该有害生物传入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规定，自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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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月 1日起从中国进口的核果类水果和鲜食葡萄包装网孔径从

1.6mm 减小到 0.98mm。具体包装要求如下：

（1）整体式纸箱-产品用整体式(全封闭)纸箱或包装箱包

装，箱子无通风孔，箱盖紧紧固定在底部。

（2）有通风孔的纸箱-有通风孔的纸箱或包装箱必须用孔径

不超过 0.98 毫米的纱网/丝网覆盖/密封气孔，或者通风口用胶带

封住。

（3）聚乙烯内衬-可接受有密封聚乙烯内衬或塑料袋的通风

纸箱或包装箱(可接受折叠聚乙烯袋)。

（4）网状的或用收缩膜包装的托盘或单件装载机(ULDs) -

ULDs 在运送有通风孔/缝隙的纸箱或有通风孔/缝隙的托盘纸箱

时，必须用孔径不超过 0.98 毫米的聚乙烯/塑料/箔片或纱网/丝

网完全覆盖或包裹。

（5）用全封闭集装箱运输的产品-散装或打托的有孔的纸箱

(包装)可以用全封闭集装箱运输。封闭式集装箱包括侧面为实心

的六面集装箱，或侧面为防水布、无孔无缝隙的 ULDS。集装箱必

须完好无损地运到检查点。

核果类水果主要包括桃、李、杏、枣、樱桃、橄榄、梅子等，

目前我国有桃、李、葡萄等向澳大利亚出口，相关出口商需关注

澳大利亚的最新包装要求，要求将于 2022 年 3 月 1日起生效，这

些要求可在澳 BICON 中查询。

（信息来源：太原海关专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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