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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布关于修订外部电源测试程序的技术法规草案

2021 年 11 月 2日，美国能源部（DOE）发布公告，内容涉及

修订外部电源测试程序的技术法规草案。

早在 2019 年 12 月 6 日美国能源部就发布了关于修订外部电

源测试程序的公告，经过大量的实验和论证，决定再次对外部电

源的测试程序进行部分修订。美国能源部删除了测试程序的部分

引用，简化了测试程序的范围并要求其与节能标准范围保持一致。

美国能源部还期望接受来自各方的建议，促进草案的制定，此举

旨在保护环境，节约能源。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欧盟建议修订 POPs 法规中六氯苯的限制

2021 年 11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一项法规草案，修订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POPs）法规中六氯苯（HCB）的限值。

POPs 法规最初发布时，HCB 被列在法规的附录 I 中，但当时

并未规定其无意微量污染物(UTC)限值，使得该条款的实施并不具

体。HCB 是某些物质、混合物和物品中的一种杂质，包括氯化溶

剂、涂料、油墨、油漆等。此次将HCB的限值设定为不超过10mg/kg。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日本追加一中国企业为甜蜜素的命令检查对象

2021 年 11 月 15 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药生食输发 1115



4

第 1号通知，追加一中国企业为甜蜜素的命令检查对象。

由于在进口时的自主检查中从名称为 LAIWU MANHING

VEGETABLES FRUITS AND PROVISIONS PROCESSING CO.，LTD.的企

业生产的食品中检测出了甜蜜素，因此将上述企业追加到“中国

产加工食品（甜蜜素）命令检查对象企业”清单中。

（信息来源：厦门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网）

韩国发布对中国产部分食品的检验指示

2021 年 11 月 12 日，韩国食药部（MFDS）发布第 2021-14 号、

2021-15 号检查令：前者对德国和中国产的大麦芽含量超过 50%

的加工果蔬制品和粉末状固体茶中金属异物的进行检验，检查期

由 2021 年 11 月 25 日-2022 年 11 月 24 日；后者对中国产泡菜进

行检验，企业包括：

HEZEAKANGFOODCO.，LTD.、QINGDAOMENGYONGJIEFOODCO.，LTD、

QINGDAOXIANGHERUIJIAFOODCO.，LTD、WUGANG TONGYUANFOODCO.，

LTD、YANTAIJIAZHENGFOODCO.，LTD.等。

检验项目为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检查期由 2021 年 12 月 1

日-2022 年 5 月 31 日。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印度修订关于混合油的标签声明要求

2021 年 11 月 17 日，印度食品安全标准局（FSSAI）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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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D/SP-15/G/2021 号文件，修订食品安全和标准（广告和声明）

法规中关于混合油的标签声明要求。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1）如果混合物含有70%的A油和30%的B油（但不少于20%），

则可以做出仅针对 A油的指定的营养功能声明；

（2）如果混合物中 51%的 A 油和 49%的 B 油，则可以做出仅

针对油 A指定的营养功能声明；

（3）如果混合油含有 70%的 A油、25%的 B 油和 5%的 C油（亚

麻籽油或辣椒籽油），则可以对标识 A油的营养功能声明，并且

还包括关于 omega-3 到 omega-6 含量比例；

（4）如果多源食用油混和的成分油各 50%，只有两种油共同

拥有的营养功能声明才可以标识；

（5）如果多源食用油混和的成分油具有相互冲突的营养功

能声明，则不能做出此类声明。

该修订自发布之日实施。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欧盟修订原产地规定法规

2021 年 11 月 10 日，欧盟官方公报发布（EU）2021/1934 号

法规，修订（EU）952/2013 号原产地规定法规。修订的主要内容

为：

（1）蔬菜产品只在那里种植和收获才能称为原产地；

（2）混合食品的原产地，按混合物重量计算，原产国原料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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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以上；水果或坚果汁（包括葡萄和椰子水）和蔬菜汁的混合物

的来源，未发酵无论是否含有添加的糖或其他物质，原产国原料

占 50%以上的干物质混合重量。同一来源的材料的重量应加在一

起；

（3）甲壳类动物和软体动物以外的水生无脊椎动物经干燥、

腌盐或盐水；除甲壳类动物和软体动物外，无论是否烟熏，过程

中是否煮熟的无脊椎动物应全部来自原产国；

（4）适合人类食用的粘面粉食物和鱼丸、甲壳类动物、软体

动物和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也应全部来自原产国。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欧盟授权第二种可用作人类食品成分的昆虫

2021 年 11 月 12 日，欧盟委员会网站消息，依据欧洲食品安

全局科学评估结论，欧盟委员会于当日授权并允许昆虫--飞蝗，

用作人类食品成分或零食在欧盟上市销售。因昆虫高脂、高蛋白，

富含维生素、纤维素和矿物质，被欧盟从农场到餐桌战略认可并

作为人类食品中蛋白质的重要替代来源。去年 7月，欧盟委员会

第一次授权允许昆虫--黄粉虫在欧盟投放市场，此次飞蝗授权，

是欧盟授权作为食品投放市场的第二种昆虫。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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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进境植物及植物产品检验通关指南

英国脱欧后进境植物及产品检验通关要求和程序发生了较

大变化。英国动植物检疫局更新了英国（包括苏格兰、威尔士）

进境植物及植物产品检验通关指南。

一、进口商登记

向英国（包括苏格兰、威尔士）出口植物以及水果、蔬菜、

切花等植物产品前，进口商必须通过 PEACH 系统进行在线登记，

登记信息主要包括企业名称、地址、业务类型、联系人及联系方

式等。登记后进口商可通过 PEACH 系统进行预申报，实时了解货

物检验通关情况。

二、进口预通报

1、预通报产品范围

输英植物以及水果、蔬菜、切花等植物产品，进口商须通过

PEACH 系统向英国植物检疫主管机构进行预通报。须实施预通报

的植物及产品包括：

（1）所有供种植用的植物；

（2）根茎类蔬菜；

（3）普通水果（冷冻水果除外）；

（4）切花；

（5）种子、谷类和叶类蔬菜（冷冻产品除外）；

（6）马铃薯；

（7）使用过的农业、林业机械和运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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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确定输英产品是否需要预通报，可查阅进口植物类别名

录或者联系英国动植物检疫局。

2、预通报时间要求

空运、海运货物至少在货物到港前 4个工作小时前通报；其

他进口货物至少在货物到港前 1个工作日前通报。

3、预通报上传材料要求

预通报时，进口商须扫描并通过 PEACH 系统上传以下文件：

随附植物检疫证书；

旅行票据（植物及产品随身携带时）；

提单、发货单、运输合同；

进口供种植用植物及产品详情单等。

三、随附证书要求

1、随附证书种类

几乎所有输英植物或植物的活体部分（包括所有种子），每

批货物皆须随附出口国主管机构签发的植物检疫证书。

2、证书证明内容

证书证明内容包括：业经官方检验；符合输英法律法规要求；

无检疫性病虫害。

3、出口前官方检验时间要求

官方检验须在货物装运前 14天内进行。

4、签证要求

证书须由负责检验的出口国主管机构的人员在货物装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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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天内签发。

5、植物检疫证书中数量填写要求

（1）切花：以枝为单位；

（2）水果、蔬菜、马铃薯、谷类、鳞茎、球茎、根茎、种子、

组织培养基中的植物等：以公斤（kg）为单位；

（3）其他供种植用的植物，以货物件数计。

四、无需随附证书情形

1、不需要随附植物检疫证书的情形

（1）经加工和包装的果蔬产品，如沙拉、三明治、冷冻果蔬

等；

（2）复合食品，如含有已加工果蔬的坚果酱、籽实酱等。

2、不需随附植物检疫证书的其他产品清单

备注：不在上述免除植物检疫证书范围内的其他任何植物和

植物产品，进口时均需随附出口国主管机构签发的植物检疫证书。

五、入境检验

1、入境口岸选择

进口商可通过 PEACH 系统选择货物入境口岸，并经口岸边境

控制站检验合格后进境。

货物可在海关授权的进口植物及产品外部临时储存场所

（ETSF），或根据海关货运简化程序（CFSP）指定的场所等控制

点实施检验。

2、入境检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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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到达英国边境后，进口商必须将货物提交官方检验，确

认随附文件是否齐全，是否为所申报植物及产品，是否含有植物

病虫害。货物经检验，如不合格，将对货物实施检疫除害处理、

销毁或退运。

六、邮寄、旅行随身货物申报

1、旅行随身货物

旅客到达英国时，自行提交植物检疫证书、转运证明等。

2、邮寄货物

邮寄货物时，须将植物检疫证书放置信封里，并标注“For the

attention of Border Force”，附在邮寄货物包装外面。如有多

件货物，每件货物都须按上述要求随附植物检疫证书、转运证明

复印件。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国际检验检疫标准与技术法规研究中心、济南海关）

美国豁免硫酸氢钙的残留限量

2021 年 11 月 9日，美国环保署发布 2021-24268 号条例，豁

免硫酸氢钙（Magnesium Sulfate）的残留限量。

当硫酸氢钙在公共饮食场所、乳制品加工设备、食品加工设

备和器具的食品接触面上作为酸化剂/缓冲剂的惰性成分使用，且

浓度不超过 2000ppm 时，豁免其残留限量。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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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布关于修订配电变压器节能标准的技术法规草案

2021 年 11 月 16 日，美国能源部（DOE）发布公告，内容涉

及修订配电变压器节能标准的技术法规草案。2021 年 8月 27 日

美国能源部就对配电变压器节能标准的修订开展了评估。由于能

源部收到了克利夫兰克利夫斯钢铁公司和美国国家电气制造商协

会（NEMA）的请求，期望延长公众意见征询期。DOE 同意了该请

求，期望接受来自各方的意见，以促进草案的制定，旨在保护人

类生命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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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不续批活性物质茚虫威

2021 年 11 月 29 日，欧盟发布条例(EU) 2021/2081，活性物

质茚虫威（Indoxacarb）不予续批。管理局确定了一个重要的关

切领域，即对野生哺乳动物的高长期风险，特别是对小型食草哺

乳动物的长期风险。此外，生菜的代表性用途对消费者和工人的

风险很高，而玉米、甜玉米和莴苣种子生产的代表性用途对蜜蜂

的风险也很高。此外，由于档案中的数据不足，有几个领域的风

险评估无法最终确定。特别是，由于缺乏轮作作物代谢数据、家

禽代谢数据、初级和轮作作物残留量以及水处理过程对自然环境

影响的数据，消费者风险评估无法完成。此外，由于缺乏关于土

壤降解和吸附的数据，土壤代谢物 IN-U8E24 的地下水暴露评估无

法最终确定。同样，几种代谢物的生态毒理学风险评估也无法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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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确定。

条例(EU) No 540/2011 附件 Part A 茚虫威相关条目删除；

各成员国应在 2022 年 3 月 19 日前撤销对含有茚虫威的植保产品

的授权，根据条例(EC) No 1107/2009 第 46 条给予的宽限期最迟

不超过 2022 年 9月 19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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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延长氟草胺等 9种活性物质的批准期限

2021 年 11 月 26 日，欧盟发布条例(EU) 2021/2068，延长氟

草胺等 9种活性物质的批准期限，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第二十天

生效。具体内容如下：

氯丙酸（Mecoprop-P）、唑菌胺酯（Pyraclostrobin）、代

森联（Metiram）、草氨酰（Oxamyl）、醚菌胺（Dimoxystrobin）

的批准期限延长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

氟酰胺（Flutolanil）、氟草胺（Benfluralin）、氟啶胺

（Fluazinam）、甲哌（Mepiquat）的批准期限延长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欧盟批准二甲酸钾作为饲料添加剂

2021 年 11 月 30 日，欧盟发布条例(EU) 2021/2092，批准二

甲酸钾（Potassium diformate）作为饲料添加剂用于育肥仔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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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奶仔猪，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第二十天生效。

该添加剂所属类别为“工艺性添加剂”，功能组别为“酸度

调节剂”；识别号为 1j001；用于上述动物时在含水率 12%全价饲

料中的最高含量为 6000mg/kg；批准期限至 2031 年 12 月 20 日。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欧盟批准癸氧喹酯作为饲料添加剂

2021 年 11 月 30 日，欧盟发布条例(EU) 2021/2094，批准癸

氧喹酯（Decoquinate (Deccox and Avi-Deccox 60G)）作为饲料

添加剂用于育肥鸡，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第二十天生效。

该添加剂所属类别为“抗球虫药和组织滴虫抑制剂”；识别

号为 51756i；用于上述动物时在含水率 12%全价饲料中的最低含

量为 30mg 活性物质/kg，最高含量为 40mg 活性物质/kg；批准期

限至 2031 年 12 月 20 日。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欧盟批准盐酸氨丙啉作为饲料添加剂

2021 年 11 月 24 日，欧盟发布条例(EU) 2021/2047，批准盐

酸氨丙啉（Amprolium hydrochloride (COXAM)）作为饲料添加剂

用于育肥鸡和产蛋鸡，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第二十天生效。

该添加剂所属类别为“抗球虫药和组织滴虫抑制剂”；识别

号为 51777；用于上述动物时在含水率 12%全价饲料中的最低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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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最高含量均为 125mg/kg；批准期限至 2031 年 12 月 14 日。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巴西制订针对紧急屠宰的肉类产品的预防性扣押程序

2021 年 11 月 16 日，巴西农业、畜牧业和食品供应部通过巴

西官方公报发布第 447 号法令，批准了对紧急屠宰的牛、水牛、

山羊和绵羊的可食用和不可食用产品的预防性扣押程序和处置措

施，自发布之日起生效。主要内容包括：

（1）该法令适用于在巴西官方注册的从事反刍动物屠宰的

企业，如有牲畜发生附件中情况，如出现疯牛病临床神经学或行

为体征、不明原因死亡等，其官方兽医主管部门应取样检测动物

疫病；

（2）屠宰企业应提供收集和保存样品所需的材料和用品，并

在 10 日内送样至官方指定实验室；

（3）紧急屠宰的进行疯牛病监测的反刍动物的尸体和产品

将被预防性扣押，直到实验室得出检测结果，屠宰后动物的内脏

和残留物必须在屠宰后立即通过焚烧或垃圾填埋场处置的方式与

指定的危险材料一起销毁；

（4）官方主管部门在收到实验室检测结果后对预防性扣押

的产品按要求处置，如果检出典型或非典型疯牛病，须作销毁处

理，残留物也不得进入动物食物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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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屠宰企业也可在出具检测结果前经官方主管部门授权，

销毁屠体和产品，残留物也不得进入动物食物链。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印度发布 2021 年转基因或基因工程食品标准法规草案

2021 年 11 月 17 日，印度食品安全标准局（FSSAI）发布

D.L-33004/99 号文件，即《2021 年食品安全和标准（转基因或基

因工程食品）法规通知草案》，自发布之日起 60天后正式实施。

其主要内容是对转基因生物（GMO）或基因工程生物（GEO）

或活体拟直接用作食品或加工的改性生物体（LMO）、含有转基因

成分的食品或加工食品含有LMOs或GEOs或GMOs的两类物品进行

规定。对其相应的制造、储存、分销、销售和进口等的事先批准

的程序、检测、标签、原产国的监管状况等内容进行规定。其中

要求只有事先获得食品管理局的批准，才能在该国制造、储存、

分销、销售或进口源自转基因生物的食品或食品配料（视情况而

定）。并且提供原产国的监管状况时，如果该证书由原产国相关

当局签发，则该证书应由印度大使馆/高级专员公署/驻该国领事

馆/原产国驻印度大使馆进行背书或认证。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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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新拟修订食品标准法典

2021 年 11 月 19 日，澳新食品标准局（FSANZ）发布 180-21

号通知，拟修订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法典，将极低能量饮食

以减轻体重的配方食品作为特殊医学用途食品。主要修订内容为：

（1）建议的极低能量饮食的营养成分如：能量、蛋白质、碳

水化合物、维生素等 22 种推荐最低含量；

（2）标签要求。易读性要求、批次识别、使用和储存说明、

成分标签，包括允许使用欧盟或美国成分标签、乳糖和麸质声明

条件、禁止具有治疗性质的声明、过敏原声明、营养、健康和相

关声明、强制性警告和咨询声明等；

（3）附加要求。标签上声明每日推荐食用的产品数量，数量

由制造商确定。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美国修改肉禽类产品熟制及冷冻稳定性控制指南

2021 年 12 月 14 日，美国食品安全检验局（FSIS）宣布修改

肉类和禽类产品熟制、冷冻稳定性控制指南，明确了热处理即食

（RTE）、非即食（NRTE）肉类、禽类产品安全生产方面的法规要

求，要求对沙门氏菌和其它病原体进行杀灭，防止、限制产芽胞

厌氧菌和其它病原体的生长。指南适用于小微肉类和禽类正式企

业，所有肉类和禽类企业均可采用该指南中的建议。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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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修订葡萄酒法规

2021 年 12 月 6 日，欧盟官方公报发布（EU）2021/2117 号

实施条例，修订葡萄酒生产、营销、地理标志认证和申请相关法

规。修订的部分内容为补充规定了加香葡萄酒产品的定义（含有

不少于 85%的葡萄酒，酒精含量不低于 7%，添加了草药或香料用

于调味、不添加色素）和标签通用规则（包括配料表标示要求、

强制性营养标签标示规定等）。该条例自公报发布之日起生效。

（信息来源：湖南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网）

泰国公布有害物质标签草案

2021 年 12 月 14 日，泰国发布 G/TBT/N/THA/652 号通报，公

布有害物质标签草案。对于在泰王国制造、销售和持有的有害物

质，小包装（容器太小，无法显示所有信息）将在强制性产品标

签要素列表中添加信号词（危险/警告）。其他现有的小容器强制

性产品标签要素如下：在化学名称或 IUPAC 名称、商品名称（如

果有）和危险象形图中标识的有害物质的活性成分 (AI) 的名称

和比例；而其他强制性标签元素可以放在传单或包装标签上。此

次新通报还提到，在本通报生效日期前已通报第 1类有害物质信

息或注册第 2类和第 3 类有害物质信息的危险物质生产商和进口

商，可以使用标签（合法）。生效之日起不超过一年。

（信息来源：湖南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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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制修订 3项农业食品标准

202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农林水产省发布公告，修制订 3 项

农业食品标准。具体包括：（1）制订《有机藻类标准》（标准号

JAS0018：2021），适用于国产或进口的新鲜或加工（包括调味）

的有机藻类食品，主要内容包括产品定义和术语、有机藻类生产

一般性原则和养殖规范、产品采收、运输、加工、存储、包装过

程管理规定、产品标签“有机”声称的使用条件和标示方法、有

机标识的使用规定等内容；（2）制订《精米标准》（标准号 JAS0017：

2021），适用于日本国产或进口精米，主要内容包括产品定义和

分类、精米品质指标要求（白度、水分、异种谷粒等）、品质检

验方法等；（3）新增精米的产品分级方式以及分级信息在标签上

的标示方法。上述标准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信息来源：湖南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网）

澳大利亚修订出口管制法

2021 年 12 月 7 日，澳大利亚联邦公报网站发布 F2021L01730

号公告，即《出口管制法》2021 年第 1号修订案。该修订涉及出

口肉类及肉制品、植物及植物源性产品（包括食品）等产品，部

分修订内容包括：（1）附表 1《出口肉类及肉制品管制规定》修

订了肉类及肉制品出口时的官方检验和装运监管要求，补充规定

出口商申请出口许可证时应提供报关单证和产品符合目的国法律

法规的声明，并且应保证相关材料的真实性；（2）附表 2《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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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和植物源性产品管制规定》进一步修订完善了出口产品的溯

源管理要求，补充了出口生产企业加工过程管理要求，新增了主

管机构对散货方式运输的出口植物源性产品的检查要求。该修订

内容自 2022 年 1月 1日起实施。

（信息来源：湖南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网）

爱尔兰发布碳足迹标签法案

2021 年 11 月 17 日，爱尔兰政府已通过工党的一项法案，该

法案将给产品贴上碳足迹标签。产品包装上易懂的碳足迹标签，

可以使消费者在知情的情况下做出选择，并鼓励他们购买对环境

影响较小的商品。法案主要内容：1.第 1节对《1996 年爱尔兰国

家标准局法》进行了修改，加入了“碳足迹标签”定义：就某一

商品而言，是指通过提及该商品在以下过程的中排放的温室气体

排放数量，对该商品进行描述:(a) 商品的制造过程，包括原材料

的提取。(b) 将商品运至销售点或交付给买方购买者。(c) 按照

制造商的意图正常使用该商品。(d) 该商品的报废处理。2.第二

项修正是插入一个新的第 7A 节，标题为“碳足迹标签”。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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