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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2022年1月1日起对文莱、

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泰国、越南、中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

等10国生效，于2月1日起对韩国生效。RCEP 域内总人口达22.6亿人，占

全球人口的29.9%，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 GDP30%左右，是全球最大的区

域贸易协定。2022年1月24日，商务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高质量实

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指导意见》，为地方和企

业抓住 RCEP 发展机遇实现更好发展提供指导。《指导意见》指出，加大

对 RCEP 成员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关注和研究。

为认真贯彻2022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抢抓 RCEP 正式生效重大机遇”

决策部署，落实省领导有关指示精神，省商务厅积极配合做好技术性贸

易措施相关工作，推动我省与 RCEP 成员国贸易快速发展，进一步扩大山

西优势产品出口，本期特编印 RCEP 协定文本关于技术性贸易措施内容，

RCEP 关于《WTO/TBT 协定》的确认和并入，部分 RCEP 成员不锈钢板材技

术性贸易措施，中国产品出口越南、日本、韩国等 RCEP 成员国需要做哪

些认证和有关强制性认证简介，以及 RCEP 对化工行业的影响等内容。

******************************************************

RCEP 协定文本第6章关于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内容概要

本章由14条组成，包括：定义、目标、范围、《WTO/TBT

协定》的确认和并入、国际标准+指南+建议、标准、技术法规、

合格评定程序、合作、技术讨论、透明度、联络点、实施安排、

争端解决。本章加强了缔约方对 WTO/TBT 协定的履行，并认可

缔约方就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达成的谅解。同时，

推动缔约方在承认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中减少不必

要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确保标准、技术法规以及合格评定程序

符合 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规定等方面的信息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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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关于《WTO/TBT 协定》的确认和并入

《区域性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第六章是“标准、

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其中，第四条是关于《技术性贸

易壁垒协定》(WTO/TBT 协定)的确认和并入的规定。原文如下：

一、每一缔约方确认其在《WTO/TBT 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

务，《WTO/TBT 协定》的下列条款经必要修改后并入本协定，成

为本协定的一部分：

（一）第二条，除第四款、第七款、第八款和第十二款外；

（二）第四条第二款；

（三）第五条，除第四款外；

（四）第六条第三款；

（五）第九条第一款；以及

（六）附件三，除第一款外。

二、如根据第一款并入的《WTO/TBT 协定》的任何规定与本

章的其他规定不一致，应当以后者为准。

三、任何缔约方不得仅就指控违反并入本条第一款的《技

术性贸易壁垒协定》条款的任何争端，诉诸第十九章（争端解

决）项下的争端解决。

《WTO/TBT 协定》技术性贸易措施

技术性贸易措施主要是《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协定》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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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SPS)协定》所管辖的各种形式的非关税

壁垒措施。技术性贸易措施通常以维护国家安全、保护人类健

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保护环境、保证产品质

量、防止欺诈行为为理由，通过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

序、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来加以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在实践

中会对商品国际间的自由流动产生影响，如果这种影响对国际

贸易造成了障碍，那么这种技术性贸易措施就构成了技术性贸

易壁垒。换言之，技术性贸易壁垒是进口国在实施进口贸易管

制时，制定颁布法律、法令、条例、规定，依靠严格的技术标

准，通过认证、检验、注册、监督等制度，来提高进口产品市

场准入的技术门槛，最终形成以限制进口为目的的一种非关税

壁垒。涉及到贸易的各个领域和环节：农产品、食品、机电产

品、纺织服装、信息产业、家电、化工医药，包括它们的初级

产品、中间产品和制成品，涉及到加工、包装、运输和储存等

环节。

《WTO/TBT 协定》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分类

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将技术性贸易壁垒分为技术法

规、技术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

一、技术法规

技术法规是规定强制执行的产品特性或其相关工艺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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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包括可适用的管理规定在内的文件，如有关产品、工艺

或生产方法的专门术语、符号、包装、标志或标签要求。

二、技术标准

技术标准是经公认机构批准的、规定非强制执行的、供通

用或反复使用的产品或相关工艺和生产方法的规则、指南或特

性的文件。可见技术法规与技术标准性质不同，其关键区别是

前者具强制性，而后者是非强制性的。

三、合格评定程序

合格评定程序是指按照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规定，依据

技术规则和标准，对生产、产品、质量、安全、环境等环节以

及对整个保障体系进行全面监督、审查和检验，合格后由国家

或国外权威机构授予合格证书或合格标志，以证明某项产品或

服务是符合规定的标准和技术规范。合格评定程序包括产品认

证和体系认证两个方面：产品认证是指确认产品是否符合技术

规定或标准的规定；体系认证是指确认生产或管理体系是否符

合相应规定。当代最流行的国际体系认证有 ISO9000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和 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TBT 协定》附录 I 对

“合格评定程序”的定义如下：合格评定程序：任何用以直接

或间接确定是否满足技术法规或标准有关要求的程序。包括抽

样、检测和检验程序；符合性的评价、验证和保证程序；注册、

认可和批准程序以及它们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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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TBT 协定》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合法目标

世界贸易组织（WTO）《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协定》第

二条第2款规定“技术法规对贸易的限制不得超过为实现合法

目标所必需的限度，同时考虑合法目标未能实现可能造成的风

险”；这些合法目标是：国家安全要求、防止欺诈行为、保护

人类的安全与健康、保护动物和植物的生命与健康和保护环境。

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特点

一、涉及范围的广泛性

涉及的产品类型：技术性贸易措施不仅涉及与人类赖以生

存的环境、资源、健康有关的初级产品，而且包括各种半成品

和成品。

涉及的过程：技术性贸易措施制约着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

对进出口产品的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包装、运输和消费的

整个贸易过程都有着详尽的规定和限制。

涉及的领域：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不仅对有形商品提出明确

的限制要求，而且对信息、投资、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诸多

无形的领域也有各种规定和制约。

涉及的国家：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涉及范围几乎涵盖了参与

经济全球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

二、存在方式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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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对设定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合法目标为保障国

家安全、保护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防

止欺诈行为、保护环境，并且明确规定按照这五个目标设置的

技术性贸易措施是合法的，因而有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打着

世贸组织合法规定的旗帜，实质通过设置严格的技术性贸易措

施来控制和减少进口产品，所设置的各种技术性贸易措施经世

贸组织评议通过后，就赋予了它们存在的合法性。

三、表现形式的复杂性

技术性贸易措施表现形式除了熟知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

格评定程序外，还包括更广泛的表现形式，主要有绿色壁垒、

安全壁垒以及包装和标签。另外，技术性贸易措施还包括计量

单位制、物品编码、商品外观要求、不同国家地区的风俗习惯

等。可见，技术性贸易措施的表现形式和对进出口贸易的限制

作用极其复杂。

四、保护方式的隐蔽灵活性

与其他非关税壁垒如许可证、进口配额等相比，技术性贸

易措施并没有量化的指标形式，而且往往以保护本国人民的权

益和环境、动植物卫生健康为合理合法理由，把本国贸易保护

隐蔽性的转嫁到保护人类、环境、动植物卫生上来。进口国为

了达到限制进口、贸易保护的目的，制定的技术法规、标准非

常复杂灵活，而且可能随时会制定新的规定、措施，使技术性

贸易措施的实施极具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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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施效果的不公平性

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实施表面上对所有成员国一视同仁，看

似具有公平性，实际上实施效果并不公平，技术性贸易措施的

制定多是以先进的科技技术水平和标准为基础的，由于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科学技术水平上存在很大差异，所制定的技

术性贸易措施中的标准程序等的水平差距也很大，这种看似公

平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实际上成了发达国家实现贸易保护主义的

手段。

六、影响和扩散效应的连锁性

技术性贸易措施的采取会直接影响进出口贸易额，其影响

程度较之于关税又是非常惊人的。一些技术性贸易措施容易产

生连锁反应。此外，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先进标准和技术

法规的跟进速度也愈来愈快，尤其是在关系到消费者健康的食

品安全和环保等方面，这也使得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产生了

扩散和连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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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成员不锈钢板材技术性贸易措施

————————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

在技术法规方面，2011年2月24日，印尼工业部颁布了法规

No.23/M-IND/PER/2/2011《工业部修订 No. 90/M-IDN/PER/8/2010强制执行印尼

冷轧钢板和带钢国家标准（SNI）的法规》。

在标准方面，印尼现行不锈钢标准共有17项。其中，采用

ISO 标准三项，包括：ISO 15500-16-2015、ISO 15500-20-2015、ISO

9626-2018。

在合格评定程序方面，2017年，印尼工业部发布了《关于

强制执行印尼冷轧不锈钢板材国家标准的法令（草案）》。本

法令草案规定所有在印尼国内生产或进口、分销及销售的冷轧

不锈钢板材应符合 SNI 要求。SNI 标志的产品认证由国家认可委

员会（KAN）认可和工业部指定的产品认证机构通过按照 SNI 要

求的产品质量合格测试颁发。工业部高技术产业司是负责执行

此法令的机构并且为法令提供技术指导，包括产品认证程序和

SNI 标志。在国内市场分销的国内生产和进口产品应符合标准

SNI 7840:2012 不锈钢冷型薄板和轧辊（D 型钢）规定的要求，

该标准规定了术语和定义、质量要求、取样、测试方法、验收、

标志要求和包装（标准是印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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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菲律宾菲律宾菲律宾

菲律宾标准局（BPS）作为菲律宾的国家标准机构（NSB），

通过制定菲律宾国家标准（PNS）和发布相应的消费产品与服务

的技术法规，促进国内的标准化活动，并确保优质产品的制造、

生产和销售，从而赋予消费者权力并促进企业发展。

技术法规方面，BPS 发布的影响不锈钢产品的部门行政命令

（DAO）包括：1.DAO No. 20-10 Series of 2020：屋顶和一般

应用的热浸金属涂层和预涂镀锌钢卷和钢板。2.DAO No. 19-16

Series of 2019: 钢－黑色热浸锌（镀锌）直缝焊管（普通用）。

在标准方面，菲律宾共有现行不锈钢标准8项，绝大部分采

用的是 ISO 标准，包括：ISO 9626:2006、ISO 15500-16:2014、ISO

18172-1:2014、ISO 18172-2:2014、ISO 8442-2:2012、ISO 9809-4:2014

等。

在合格评定程序方面，菲律宾采用 PNS 1438:1996《奥氏体

不锈钢晶间腐蚀敏感性的检测方法》（该标准采用 AS

2038:1997）标准的认证和批准。产品经过评价符合菲律宾国家

标准（PNS）或国际上普遍接受的国外标准（如 IEC 标准）后，

菲律宾产品标准局（BPS）将会给生产商颁发 PS 许可证书，有

了该证书，生产商才可以在产品上或产品包装上加贴 PS 产品安

全标签或 PS 产品质量标签，方能进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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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越南越南越南

越南标准计量质量总局（STAMEQ）于2018年12月发布 QCVN

20:2019/KHCN《不锈钢国家技术法规》（National technical

regulation on stainless steel），规定了不锈钢的化学含量

限制、技术要求以及国内生产、进口和在市场上流通的不锈钢

的质量管理要求，适用于 HS 编码7218、7219、7220、7221、7222

和7223的不锈钢。该技术法规草案适用于制造、进口、分销和

使用不锈钢的组织、个人、国家管理机构和其他相关组织和个

人。

在标准方面，越南不锈钢产品现行标准共27项，其中不锈

钢板材、带材标准6项。全部采用的 ISO 标准，包括：ISO

9445-1:2009 、 ISO 15510:2014 、 ISO 9445-2:2009 、 ISO

9444-1:2009 、 ISO 9444-2:2009 、 ISO18286:2008 、 ISO

16143-1:2014、ISO 6931-2:1994、ISO 16143-2:2014。

在合格评定方面，QCVN（技术法规产品认证）是越南越南

标准计量质量总局为保持越南产品的质量、稳定性和卫生而制

定的强制性认证体系。获得强制性认证的产品将授予“CR 标

志”。越南指定或认可的第三方认证机构有越南认证中心

（QUACERT）以及越南质量保证和测试中心（QUATEST），均隶属于越

南科学与技术部。



13

越南2021年修订不锈钢技术法规

2021 年 11 月 18 日，越南修订不锈钢技术法规（Amendment

1:2021 of QCVN 20:2019/BKHCN National technical regulation on

stainless steel <9 pages, in Vietnamese>）。

通报号：G/TBT/N/VNM/211

内容简述

该技术法规草案修订如下：

1.规定了国内生产、进口和市场流通的不锈钢的化学元

素质量含量限值和质量控制要求；

2.不锈钢清单和相应的协调制度代码见《国家技术法

规 》 第 20:2019/BKHCN 号 和 第 1 次 修 订 :2021 版 第

20:2019/BKHCN号附录；

3.修改以下条款:1.3.2、1.3.3、2.1、2.3、第 3 条、

第 4条、第 5.2、5.3.4、5.4、5.5 和 5.6 条。

发布日期 2021 年 11 月 18 日

通报产品 不锈钢，ICS 编码：77.140.20

通报理由 防止欺诈行为和保护消费者；质量要求

评议截止日期 2022 年 1月 17日

链接到全文 https://docs.wto.org/imrd/directdoc.asp?DDFDocu

ments/t/G/TBTN21/VNM211.DOCX

咨询点地址 8 Hoang Quoc Viet Road Cau Giay District

Hanoi,tbtvn@tcvn.gov.vn+(84 24) 37 91 2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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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越南产品需要做的部分认证

越南主要从中国进口机器设备附件，计算机电子零件，纺

织，皮鞋原料以及运输车等。产品出口越南需要的认证：

一、能效认证

越南能效标志认证是由越南工贸部（MOIT）颁布实施的强

制性认证。MOIT 负责监管越南国内所有能源产业，包括电力、

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等，并制定实施相关法律法规和能源发展

战略。

二、无线法规

越南 MIC 认证是针对信息技术设备及通讯设备电磁干扰的

认证要求。无论在越南本地生产还是进口，凡是在越南信息通

信部（MIC）公布的强制性认证目录范围内的电信产品都必须满

足相关 QCVN/TCN 标准的要求。

三、CR 认证

越南 CR 标志认证是由越南标准与质量局（STAMEQ）管控的

安全认证。法规要求，所有在 CR 标志认证管控范围内的电子电

气产品，在进入越南市场之前，必须通过包括安全、EMC 在内的

合格测试，获得由第三方认证机构颁发的合格评定证书，并加

贴合格标志（CR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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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CR 标志认证

越南 CR 标志认证是由越南标准与质量局(Vietnamese

Directorate for Standards, Metrology and Quality, STAMEQ)

管控的安全认证。STAMEQ 指定越南质量认证中心 QUACERT 作为

出证机构颁发 CR 标志证书，指定越南质量检测中心 QUATEST 执

行对电子电器产品的检测。STMEQ 于1996年颁布实施产品认证体

系-Product Certification。法规规定，所有在 CR 标志认证管

控范围内的电子电气产品，在进入越南市场之前，必须通过产

品测试及验厂以获取 CR 标志证书，并加贴 CR 标志。越南能效

标志认证是由越南国家工商经贸部(MOIT)颁布实施的强制性认

证。

越南政府于2006年颁布《79/2006/QD-TTg》，决定实施越

南国家能源效率计划(VNEEP)。依据该计划，越南政府于2011年

颁布《51/2011/QD-TTg》，该法规规定，自2013年7月1日开始，

所有在越南能效认证管控范围内的产品，都必须通过产品测试

以获取能效证书，并加贴节能标志，方可在越南市场上流通。

出口文莱产品需要做的部分认证

产品出口文莱需要办理东盟原产地证 FORM E 和一般原产地

证 CO，FORM E 有关税优惠而 CO 是没有关税优惠的，具体要办

理什么原产地证还得按客户要求来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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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E 原产地证书，中文全称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优惠

原产地证明书，简称东盟证书，英文名称为《ASEAN-CHINA FREE TRADE

AREAPREFERENTIAL TARIFF CERTIFICATE OF ORIGIN FORM E》。FORME 证书

的签发，限于已公布的《货物贸易协定》项下给予关税优惠的

产品，这些产品必须符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

则》。证书内容以英文填写。

出口文莱办理 FORM E 原产地证有什么作用?在国际贸易中，

世界各国根据各自的对外贸易政策，普遍实行进口贸易管制，

对进口商品实施差别关税和数星限制，并由海关执行统计。

FORME 证书是进出口国出具货物的证明，也是进行国际贸易的一

项重要证明文件。

归纳起来,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1）确定产品关税待遇，

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工具;（2）证明产品内在品质或结汇的

依据;（3）进行贸易统计的依据。

菲律宾 BPS 认证简介

菲律宾 BPS 认证主要由菲律宾贸工部（DTI）下面的菲律宾

标准局(Bureau of Philippine Standards)管理。BPS 认证主要

有两种模式，一种 PS 模式，另一种是 ICC 模式。

PS 模式为长期证书，申请人在获得证书后可不限次数出口

产品。PS 证书有效期为3年，每年都需要年审。对于国外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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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请，必须指有进口商或者当地代表，作为政府机构 BPS 与

工厂的联络人。认证周期是3-4个月。

ICC 模式则是批次证书，由进口商向 BPS 提出申请，BPS 在

审查完相关的申请资料后安排指定的检验机构在港口验货，验

货通过后取得 ICC 证书才可进入菲律宾市场。

所需认证产品范围：

一、家电：电风扇、电熨斗、电动搅拌机、微波炉、电饭

煲、电水壶、电动咖啡壶、电视机、CD/VCD/DVD 播放器、蓝光

播放器、烤面包机、电灶、电炒锅、电磁炉、电烤盘、电烤箱、

养生壶、洗衣机、脱水机、冰箱、冰柜、空调、电动榨汁机、

电动食物搅拌器、电动食物加工机、电烧水壶、电压力锅、电

炖锅、紫砂锅、多用锅。

二、电器：镇流器、节能灯、自整流 LED 灯泡、灯串、双

头日光灯、O 型灯、钨丝灯泡、灯头、启辉器支架、启辉器、空

气开关、保险管、保险丝盒、PVC 绝缘胶带、插头、墙插、插线

板、开关、闸刀开关、PVC 绝缘软电线、热塑绝缘电线电缆。

三、建材：黑体钢管、镀锌钢管、混合液压火山灰水泥、

波特兰水泥、螺纹钢、角钢、聚丁烯（PB）管、PE 水管（聚乙

烯水管）、UPVC 管、UPVC 导线管、PVC-U 排污管、半成品钢棒、

卫浴（面盆、马桶、小便器、妇洗器）、钢丝、铁钉。

四、车辆零部件：制动液、头盔与头盔遮阳板、轮胎内胎、

钢瓶、车用气瓶、安全带、汽车安全玻璃、汽车轮胎、车用 L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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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车用 CGN 系统、限速装置。

五、其他产品：便携式灭火器、烟花、铅酸电池、打火机、

火柴、医用氧气、塑料凳子、椅子。

菲律宾强制性认证 ICC 简介

菲律宾ICC认证于2007年8月17日由菲律宾贸易工业部产品

标准局(BPS)发布了2007系列第号部颁行政令，关于音频、视频

及类似电器的强制性菲律宾国家标准。认证规定依照 RA 7394、

EO 913 和 DAO02：2002关于责任和处罚的规定，DAO 03:2007

要求所有经查明不符合要求的制造商、分销商、进口商和零售

商应当受到处罚。

第三方认证，普遍认可的产品标准局（BPS）- DTI 的产品

认证计划，要求上述产品的所有制造商和进口商在其分销和销

售之前，分别确保获得菲律宾标准（PS）许可证和进口商品清

关证（ICC）。适用范围 ICC 体系适用于进口商品。对于进口的

属于强制性菲律宾国家标准（PNS）覆盖范围内的产品，进口货

物经过菲律宾产品标准局（BPS）评价满足对应的菲律宾国家标

准或国际上普遍接受的国外标准要求后，BPS 将给产品的进口商

颁发 ICC 许可证书，准许其适用 ICC 标志。进口产品要接受抽

样检测。此外，菲律宾进行市场随机抽样检查，以确保进口商

品满足对应的 PS 标准要求。菲律宾对健康、生命安全有影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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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过程中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85个产品系列实行强制认

证，包括：电气设备/产品、家用电器、建筑材料、安全火柴、

灭火器、汽车、石油产品、气溶胶等。

泰国 TISI 认证

TISI 是 Thailand Industrial Standards Institute Ministry of

Industry 的缩写，是泰国工信部于1969年成立的工业化标准协

会。TISI 的任务是实施国家标准化，以促进、支持和发展可接

受的国内产品质量；以及提高泰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保护环境，在公平、生命和财产安全方面保护消费者，以及监

督合格评定机构。所有出口至泰国的产品，需要符合 TIS 认证

标准。泰国政府要求实行强制性认证的产品有60个大类，涉及8

个领域，其中包括：电气设备和附件、医疗设备、建筑材料、

日用消费品、车辆、PVC 管、LPG 燃气容器及农产品。除此之外，

其他类别产品的认证都属于自愿性认证。自愿性认证只能由当

地制造商申请。

新加坡强制性安全认证 PSB 简介

PSB 认证是新加坡强制性安全认证，对电磁兼容部分没有要

求，PSB 安全标志证书是由新加坡产品标准局所核发。新加坡保

护消费人士（安全规格）注册方案要求列管电气产品需强制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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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 PSB 认证，产品进入新加坡之前，必须由在新加坡有税籍之

公司行号做为申请 PSB 之持证者。产品于取得 PSB 认证证书之

后，方可进入新加坡销售。

PSB 证书的特点：1.证书持有者为新加坡当地之公司行号，

无工厂检查及年费；2.证书有效期限：三年；3.产品若有 Plug，

需提出 SS246测试认证报告；4.产品认证无“系列”申请（每张

证书只能涵盖单一型号）。

日本强制性安全 PSE 认证

PSE 认证是日本强制性安全认证，用以证明电机电子产品

已通过日本电气和原料安全法 (DENAN Law) 或 IEC 标准的安全

标准测试。日本的 DENTORL 法（电器装置和材料控制法）规定，

498种产品进入日本市场必须通过 PSE 安全认证。其中，165种

A类产品应取得菱形的 PSE标志，333种 B类产品应取得圆形 PSE

标志。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 WTO，许多国家制定法规，对各

类商品的安全、节能、环保等技术指标进行限制，这样既可以

保证本国的产业和市场水平，也形成了一定的技术壁垒。

从2001年4月1日起“电气产品控制法(DENTORL)”已正式

更名为“电气产品安全法(DENAN)”。有别于以往的法规体系的

协定性规定的控制，新的体系将由非官方的机构来保证产品的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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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采购商在购进商品后一个月内必须向日本经济产业

省（METI）注册申报。在日本市场上销售的 DENAN 目录范围内

的电气电子产品都必须通过 PSE 认证。日本 DENAN 将电气电子

产品分为两类：特定电气产品（specified products），包括

115种产品；非特定电气产品（non-specified products），包

括338种产品。特定电气产品必须经由日本经济产业省授权的第

三方认证机构进行产品及工厂测试设备的检验，核发 PSE 认证

证书，认证有效期在3至7年之间，并在产品上加贴 PSE 菱形标

志。非特定电气产品则需通过自我检查以及声明的方式证明产

品的符合性，并在产品上加贴 PSE 圆形标志。

日本农业标准化管理制度 JAS 认证简介

日本的农业标准化管理制度，即 JAS 制度，是基于日本农

林水产省制定的《关于农林物质标准化及质量标识正确化的法

规》（简称“JAS 法”）所建立的对日本农林产品及其加工产品

进行标准化管理的制度。任何在日本市场上销售的农林产品及

其加工品（包括食品）都必须接受 JAS 制度的监管，遵守 JAS

制度的管理规定。因此，JAS 制度成为日本农业标准化最重要的

管理制度。JAS 标准要求所有出口到日本的有机产品和原料必须

达到日本农业标准。

JAS 标准覆盖的产品种类包括：食品、饮料和油脂；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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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家畜和水产品及以此为原料的加工品；所有属于这两大

门类的农产品都包括在 JAS 标准系统中。其中，林产品包括：

原木、锯木、胶合板、木地板、刨花板等。

JAS 认证主要关注两点：完善的体系和良好的产品性能。达

到标准要求的企业可以根据 JAS 标准中的质量等级标签格式和

方法在产品上加贴 JAS 标识。

韩国工业标准 KS 认证简介

KS 是韩国工业标准（Korean Industrial Standards）KIS 的缩写。

依据韩国行业标准化第11条、13条的规定，韩国 KS 认证是指对

能够持续、稳定生产韩国工业标准水平以上产品的企业，进行

严格的审核，使其能够加贴 KS 标志的国家认证制度。KS 标准是

由韩国标准协会（Korean Standards Association，简称 KSA）负

责颁布和推行的，授权的认证机构有 KSA、KTR 等。

韩国 KS 认证范围：KS 标准按不同的行业领域用大写英文字

母进行了大的分类，并按不同的专业领域进行了划分，用标准

编号的千单位（1000, 2000, 3000 等）加以区别。因此，客户

从 KS 标准的编号，如 KS C 3000，可以知道该产品属于电气领

域内的电线、电缆及电路用品方面的标准。到2018年4月18日为

止，由韩国技术标准院指定的 KS 标志认证产品分为15个领域，

共计731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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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KS 认证流程：1.制造商准备认证材料；2.整理并翻译

申请材料；3.资料、样品提交 KS 认证机构；4.KSA 审核资料；5.

验厂；6．产品检验、实验室测试；7.通过审核颁发证书。

KS 认证所需材料：1.KS 产品认证申请书（韩文）；2.营业

执照及税务登记副本；3.生产许可证；4.材料清单（零部件、

原材料等）；5.生产设备清单；6.测试、检验设备清单；7.KS

认证企业调查表。

韩国 KS 认证证书有效期：3年。

韩国认证系统 KC 认证

为了使消费者能更清楚地了解所购买的产品上标示的认证

标志，以及减轻产品生产厂家负担的各种认证费用，韩国于2009

年1月1日开始实行认证系统 KC（Korea Certification）认证。该计划于

2009年7月起，在知识经济部率先施行，2010年末扩大施行到所

有部门。

韩国 KC 认证是韩国统一的认证制度，认证范围包含了电子

电气产品和生活用品，所以不仅仅是带电的产品需要做KC认证，

也包括不带电的生活类用品类也在 KC 认证覆盖范围内。电子电

气产品（173种）：电线类、电器开关、电气设备部件、变压器、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音视频产品、灯具等等；生活用品（77

种）：轮胎、压力锅、打火机、游泳圈、金属、机械产品、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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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绳索、建筑产品、家具等等。

澳大利亚 SAA 认证

澳 大 利 亚 的 标 准 机 构 为 Standard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n，实际上 SAA 只是标准制定机构，而不颁发产品认

证证书。SAA 后来又改名为:Standards Australia Limited。SAA 是

独立的公司，与政府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

是它的成员。SAA 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签署了一份协议，承认

SAA 是澳大利亚的非政府标准组织的最高组织。协议也指出，标

准的制定要与 WTO 的要求一致。因此，有协议指出当有合适的

国际标准存在时，就不用制定新的澳大利亚标准。澳大利亚的

标准以"AS"开头，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联合标准以"AS/NZS"开

头。澳大利亚的标准与新西兰的标准基本与 IEC 一致，同时存

在一些国家差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推行标准的统一和认证的

相互认可，产品只要取得一个国家的认证后就可在另外一个国

家销售。SAA 是进入澳大利亚市场的电器产品须符合当地的安全

法规，即业界经常面对的认证。由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的

互认协议，所有取得澳大利亚认证的产品，均可顺利地进入新

西兰市场销售。所有电器产品均要做 SAA 安全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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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电器产品市场准入制度介绍

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市场销售的电器产品，无论是进口的还

是在澳/新当地组装的，均应满足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安全与电

磁兼容等要求。证实产品满足相关要求的途径有两种——产品

注册或产品认证。

澳大利亚政府从1996年1月1日起，对所有消费性家用电器

产品实施新的管制标准——电磁干扰的限值。新法规规定：今

后各家用电器生产商和经销商必须提供由政府认定的检测部门

颁发的合格证书，才能在市场上销售。黑色家电，如计算机、

音视频产品要做电磁兼容(EMC)的质量认证，以保证音、视频产

品的电磁辐射不影响其它产品，也不受其它产品的电磁辐射的

干扰。

技术法规要求运往澳大利亚的电气产品都必须符合电气安

全和电磁兼容性要求。

电气安全要求：在澳大利亚，电气安全符合性评估是地方

政府的责任。每一个主管部门统一采用“1945年电气安全法”

的互惠认可架构（Approvals Scheme）。此架构将电气产品分

为“须申报”（Declared）及“不须申报”（Non-declared）

两大类。“须申报”产品须符合相关的澳洲安全标准，并取得

州主管机关的认可证书。“不须申报”的电气及电子设备可不

经认证直接销售。但是，零售商、制造商及进口商必须保证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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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电器的安全要求。

EMC 要求：澳大利亚对 EMC 的要求采用 EMC 架构（1992无

线电通信法）的自我宣告方式。在此架构规范的电气产品都须

符合澳大利亚标准，并取得澳大利亚通信局的认可，才能使用 C

－Tick 标志。另外，只对 IT 设备和音视频设备的电磁发射有强

制性要求，频率范围为9kHz～400GHz。这是在目前所有国家和

地区中要求的频率范围最宽的国家。对产品的抗扰度要求不强

制执行。

能效要求：1970年由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与维多利亚州

提出实施能源标签计划，直到1986年才实施。2000年在全国范

围内实施强制性标签计划，即澳大利亚的比较性标签-Star

Rating Scheme(Electric)，它覆盖的产品包括：电冰箱，洗衣

机，冷气机等不包含计算机及音视频产品。

标准要求：

1.电气安全

对于计算机类信息技术产品，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执行统一

的电气安全标准 AS/NZS 60950，该标准修改采用了 IEC 标准

IEC60950；对于音视频产品，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执行统一的电

气安全标准 AS/NZS 60065：2000《音频、视频和类似电子设备 安

全要求》，该标准修改采用了 IEC 标准 IEC60065：1998。与其

他国家和地区标准相比，澳大利亚安全标准与 IEC 安全标准存

在较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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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磁兼容

对于计算机及其外设产品的电磁兼容要求，澳大利亚与新

西兰执行统一的电磁兼容标准 AS/NZS CISPR 22，该标准等同采

用 CISPR 22。 对于音视频产品，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执行统一的

电磁兼容标准 AS/NZS CISPR 13，该标准等同采用 CISPR 13。

3.认证标志

在澳大利亚，电磁兼容性要求受控于电磁兼容性架构（无

线电通信法案1992）。所有在此架构范围内的电气产品都必须

符合澳大利亚标准和从澳洲通讯局获得 C－Tick 标志使用权。

对于满足 EMC 要求的 IT 设备，还可以加贴 A-Tick 标志。A-Tick

标志在新西兰表示 IT 设备满足 EMC 的强制要求，而在澳大利亚

则表示 IT 设备既满足 EMC 强制要求又满足电信方面的有关要

求。

（特别说明以上信息来源：市场监管总局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中心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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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对化工行业的影响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于 2022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其中涉及化

工行业的 RCEP 原产地规则税号高达 1000 多个，协议的生效将对

化工行业影响明显。

RCEP 协议中化工产品降税方式有 2种：一是直接降为 0；二

是在 10—35 年内逐步降为 0。这一过程看似漫长，但长期来看此

举更有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更为紧密的贸易合作关系。

中国是 RCEP 协议国中最大的制造国，在化工行业中，中国

需要进口大量石油、矿产及能源类产品，出口相对大宗的商品主

要为化学品以及部分精细化工产品、新材料产品等。

（一）在降低关税方面的影响

一是来自日韩在关税贸易方面的积极影响，化工产品行业

RCEP 关税减免力度比《中韩自贸协定》要大，且这是中日首次达

成有关化工产品的关税相互减免协议，有利于化工行业进出口贸

易；二是对于我国对外依赖度较高的化工产品，我国采用了相对

保守的关税政策，将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对外依存度的快速走高。

例如：对于芳烃类，我国对韩国、日本、新加坡、文莱等 RCEP

成员国的进口依赖程度高，RCEP 协议的生效使关税降低，较大程

度降低了原料成本，但这也将加强短期内我国进口企业对外依赖

程度，对于国内相关原料生产企业将造成一定冲击。国内仍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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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高端精细化工品及新材料依赖进口资源，如半导体材料、锂电

池材料、太阳能电池材料、面板显示材料等，而日本、韩国又是

我国高端化学材料的主要进口来源国，RCEP 的签订在很大程度上

降低了原料采购成本及销售成本，有望加速许多化工产业链中商

品的流通，创造更大贸易规模，更有利于我国化工产品走出国门、

缓解国内产能过剩压力。

(二）在降低贸易壁垒方面的影响

RCEP 通过各类制度降低区域内贸易壁垒。例如：①不同于双

边自贸协定，RCEP 在 15 个成员国范围内增强了原产地累积规则。

以前由多个国家原料生产的货物可能不符合原产地规则，经过此

累积规则后，更容易达到原产地规则要求，使更多范围内的货物

可以通过 RCEP 原产地积累规则享受关税优惠；②简化了海关通关

手续，采用预裁定、提前申报、信息技术运用等手段促进海关放

行高效办理；③鼓励区域内各方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

等方面的统一，加强相关交流与合作等。在各类措施不断落实的

情况下，可以预见区域内货物流动增加、区域内商品成本降低，

促进区域内贸易更加活跃。

（三）在促进投资方面的影响

根据 RCEP 协议的要求，成员国应当努力促进和提高本地区

作为投资地区的认知。鼓励成员方之间的投资，15 个成员国承诺

均采用负面清单的方式对待外商投资，即负面清单所列特定行业

之外，外商投资行为将不再受限于不同于成员国国内投资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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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审批。RCEP 协议鼓励商业配对活动，组织和支持与投资机会、

投资法律法规及政策相关的介绍会，以促进信息交流、技术交流，

进而提高我国化工行业技术水平。

（信息来源：太原海关、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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