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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延长阿维菌素等 30 种活性物质的批准期限

2022 年 3 月 7 日，欧盟发布条例(EU) 2022/378，延长阿维

菌素等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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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美锌（Ziram）、绿针假单胞菌菌株 MA 342（Pseudomonas

chlororaphis strain MA 342）、嘧菌胺（Mepanipyrim）、炔草

酯（Clodinafop）、抗蚜威（Pirimicarb）、砜嘧磺隆（Rimsulfuron）、

灭菌唑（Triticonazole）、嘧菌环胺（Cyprodinil）、乙膦酸

（Fosetyl）、抗倒酯（Trinexapac）、滴丙酸（Dichlorprop-P）、

叶菌唑（Metconazole）、嘧霉胺（Pyrimethanil）、绿草定

（Triclopyr）、苯菌酮（Metrafenone）、枯草芽孢杆菌(Cohn 1872)

菌株 QST 713（Bacillus subtilis (Cohn 1872) strain QST 713）、

多杀菌素（Spinosad）、苏云金芽孢杆菌鲇泽亚种 ABTS-1857 和

菌株 GC-91（Bacillus thuringiensis subsp. aizawai strain

ABTS-1857 and strain GC-91）、苏云金芽孢杆菌 israeliensis

亚种（血清型 H-14）菌株 AM65-52（Bacillus thuringiensis subsp.

israeliensis (serotype H-14) strain AM65-52）、苏云金芽孢

杆菌 kurstaki 亚种菌株 ABTS 351、菌株 PB 54、菌株 SA 11、菌

株SA 12、菌株EG 2348（Bacillus thuringiensis subsp. kurstaki

strain ABTS 351, strain PB 54, strain SA 11, strain SA 12,

strain EG 2348）、球孢白僵菌菌株 ATCC 74040、菌株 GHA

（Beauveria bassiana strain ATCC 74040, strain GHA）、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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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蠹蛾颗粒体病毒（Cydia pomonella Granulovirus (CpGV)）、

寡雄腐霉菌株 M1（Pythium oligandrum strain M1）、深绿木霉

菌株 T11（Trichoderma atroviride (formerly T. harzianum)

strain T11）、哈茨木霉菌株 T-22、菌株 ITEM 908（Trichoderma

harzianum strain T-22, strain ITEM 908）、棘孢木霉菌株

ICC012、菌株 T25、菌株 TV1（Trichoderma asperellum (formerly

T. harzianum) strain ICC012, strain T25, strain TV1）、盖

姆斯木霉菌株 ICC080（Trichoderma gamsii (formerly T. viride)

strain ICC080 ） 、 阿 维 菌 素 （ Abamectin ） 、 唑 螨 酯

（Fenpyroximate）、马拉硫磷（Malathion）的批准期限延长至

2023 年 4月 30 日。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欧盟发布对曲酸在化妆品中使用的安全性最终意见

2022 年 3 月 17 日，欧盟消费者安全科学委员会（SCCS）发

布对曲酸（Kojicacid）在化妆品中使用的安全性最终意见，自即

日生效。

主要内容为：SCCS 认为，在化妆品中使用曲酸作为皮肤美白

剂最终产品中曲酸的最高浓度为 0.7%，对消费者来说是安全的。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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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拟修订家禽产品检验法规

2022 年 3 月 11 日，据美国联邦公报消息，美国食品安全检

验局（FSIS）发布 2022-05294 号公告，拟修订家禽产品检验法规，

以废除与受任何形式的禽类白血病综合征影响的家禽屠体的检验

和报废相关的若干法规。

FSIS 提议废除 9CFR381.82，该法规要求对受一种或多种禽类

白血病复合体影响的家禽屠体进行报废。根据提议的规则，受禽

类白血病影响的屠体将由 9CFR381.87 解决，该条款规定任何受肿

瘤影响的器官或屠体其他部分都可以进行修剪，并且可以检查并

通过未受影响的屠体部分。FSIS 还提议废除 9CFR381.36（f）（3）

该法规要求 NPIS 幼鸡企业在屠宰线沿线提供白血病检查区，以及

9CFR381.76（b）（6）（iv），规定 NPIS 幼鸡场所中禽内脏白血

病检查程序的法规。

该公告将在2022年3月14日的联邦公报上正式发布并生效，

意见反馈期为 60 天。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欧亚经济联盟简化进口食品原产地的书面确认程序

2022 年 3 月 18 日，欧亚经济联盟（EAEU）决定简化从发展

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进口货物原产地的书面确认程序，暂时可

以使用原产地证书副本获得关税优惠。此外，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直接购买商品的条件（包括在 EAEU 国家的经济实体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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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或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实体之间签订直接合同的强制性

要求）将不适用。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优惠进口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食品，该决定自其正式发布之日起 10 天后生效，

并适用于自 2022 年 3月 1日起进口的产品。同日，EAEU 决定对

进口用于生产和销售的肉类和奶制品、蔬菜、葵花籽、果汁、糖、

可可粉、氨基酸、淀粉、酶和其他食品免除六个月的进口关税。

此外，至 2023 年 4月 30 日，对 40 公斤以上包装的杏、梨、

桃等果泥食品实行零税率。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美国停止执行新版酸奶标准的部分条款

美国联邦公报 2022 年 3月 22 日消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FDA）发布 2022-05804 号公告，为回应利益相关者的反对

意见，停止执行新版酸奶标准（该标准于 2021 年 6月 11 日发布，

7月 12 日生效）的部分条款：

（1）调味酸奶在添加调味物质等辅料前，乳脂肪含量不得低

于 3.25%；

（2）酸奶发酵后禁止再添加巴士杀菌奶油；

（3）将超滤牛奶排除在基本乳成分（basicdairyingredients）

清单之外；

（4）酸奶产品中限制使用碳水化合物类甜味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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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法国拟修订小麦粉红色标签标准

2022 年 3 月 22 日，法国农业和食品部发布咨询文件，拟修

订小麦粉红色标签标准。主要内容为：

（1）面粉的技术指标。蛋白质含量等 6个指标要求；

（2）面粉制造过程各指标要求。小麦种植、收获和储存、工

厂接收、碾磨前准备、研磨、面粉贴标签、储存面粉、面粉销售；

（3）各种面粉质量品质要素；

（4）可追溯性要求；

（5）认证检查要点等。该咨询文件意见反馈期为两个月。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沙特阿拉伯发布食品进口条件和要求

2022 年 3 月 17 日，沙特阿拉伯发布食品进口条件和要求，

自即日起生效。主要内容包括：

（1）一般进口要求，包括食品出口国需提供动植物源性食品

残留监控计划、可追溯系统、清真认证及产品卫生证书；

（2）动植物源性食品进口要求，包括出口国及加工企业须在

沙特允许出口的清单中，并由沙特食品药品监督部门颁发进口许

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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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沙特食品药品监督部门按一定频率对出口国官方主管

部门进行审核。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韩国发布生物制品储存和运输法规草案

2022 年 3 月 15 日，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发布生物制品储存

和运输法规草案。新法规为生物制剂和其他产品的销售者提供了

生物制剂保管和运输等所需的细节要求，内容包含了生物制剂等

保管设施和运输设备上安装的自动温度记录装置的检查、校准计

划、周期设置方法等详细信息。

通报评议截止日期自通报发布之日起 60 天。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澳大利亚拟制订小米中草甘膦的最大残留限量

2022 年 3 月 14 日，澳大利亚农兽药管理局（APVMA）发布紧

急许可的贸易建议通知，拟将小米中草甘膦（glyphosate）的最

大残留限量制订为 T15mg/kg（T 表示暂定限量）。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新西兰发布葡萄酒良好生产操作规范指南

2022 年 3 月 10 日，新西兰初级产业部（MPI）发布葡萄酒良

好生产操作规范指南。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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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指南适用于葡萄原料供应和酒的加工；

（2）生产用水的要求。酿酒用水必须检测大肠杆菌和浊度项

目，至少每 12 个月进行一次水质检测；

（3）葡萄原料供应信息及验收记录要求。葡萄供应商每一批

原料需提供的用药及喷洒日期等信息内容、生产企业每批原料记

录收货日期、供应商和日期、数量、喷洒农药情况等内容；

（4）受污染的葡萄酒和酿酒投入记录内容要求。污染的日

期、性质和程度、批次信息、污染的产品数量或体积及位置、采

取的措施等；

（5）召回记录；召回的数量、包装类型、召回日期、采取的

措施等。该指南将于 2022 年 7月 1日正式实施。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美国发布关于修订螺钉骨固定装置分类的技术法规草案

2022 年 3 月 1 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发布公

告，内容涉及修订螺钉骨固定装置分类的技术法规草案。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螺钉骨固定装置重新划分为 II

（特殊控制）类，还对其编码语言做了部分修订，以便按顺序对

其进行识别。FDA 会为该类设备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提供合理的保

证，此举旨在提高患者治愈几率，减轻监管负担。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10

欧盟发布四项可持续产品法规草案

欧委会官网 3 月 30 日消息：当日，欧委会在《欧洲绿色协

议》框架下推出四项可持续产品法规草案，旨在使欧盟市场上的

实物商品在全生命周期呈现环境友好、可循环和高能效，借此节

约能源资源，并减少全球供应链中断导致的脆弱性。

一是《可持续产品生态设计法规草案》。草案涉及产品设计

环节，此环节决定了产品生命周期 80%的环境影响。草案对实物

产品提出新的要求，使产品更耐用、可靠、可重复使用、可升级、

可维修及资源和能源效率更高原则，以减少产品环境和气候足迹。

值得注意的是，草案要求所有接受监管的产品建立数字产品护照，

根据产品信息进行性能定级，并使产品维修、回收及供应链追踪

更为容易。此外，草案提出销毁未售出消费品相关措施，以及扩

大绿色公共采购和为可持续产品提供激励的措施。

二是《欧盟可持续和循环纺织品战略》。欧洲纺织品消费对

环境和气候影响仅次于食品、住房和交通，也是水和土地使用的

第三大行业、初级原材料消费的第五大行业。该战略制定了愿景

和具体行动，以确保 2030 年进入欧盟市场的纺织品均为长寿

（long-lived）和可回收，且尽可能使用再生纤维制造，不含有

害物质，并根据社会权利和环境生产。欧盟消费者将更长久地受

益于高质量纺织品，快速时尚（fast fashion）不再流行，再利

用和修复服务经济可靠且广泛存在。为此，欧盟将在生产层面通

过纺织品生态设计要求、更清晰的信息、数字产品护照和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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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责任延伸计划，使生产商必须对价值链上产品负责，扩大

资源节约型制造流程、再利用、维修和其他新的循环商业模式。

需求层面，欧盟将通过欧洲循环经济利益相关者平台，动员设计

师、生产商、零售商、广告商和公民重新定义欧盟时尚。

三是《建筑产品条例》修订草案。草案将创建一个协调框架，

以评估和沟通建筑产品的环境和气候性能。新的产品要求将确保

建筑产品的设计和制造基于最先进技术，使建筑产品更耐用、可

修复、可回收、更易于再制造。草案将使标准化机构更容易开展

创建欧洲共同标准的相关工作，以消除内部市场自由流动障碍，

同时加强市场监督能力，并为供应链上的经营者制定更明确规则。

此外，草案将提供建筑产品数据库和数字产品护照等数字解决方

案，以减轻中小企业行政负担。

四是《关于赋予消费者绿色转型权利的指令》草案。草案要

求向消费者提供有关产品耐用性和可修复性相关信息，以解决阻

碍消费者做出“可持续消费选择”的“不公平”和误导性商业

行为，规范欧盟市场上含糊、存在误导性或无根据的环保声明，

禁止企业展示未经认证计划或公共当局建立的可持续性标签，打

击欧盟市场上产品品牌洗白计划。草案规定，一般的环境主张包

括“环境友好”、“生态友好”、“绿色”、“生态”、“气候

友好”和“碳中性”。此外，欧委会提议对《不公平商业行为指

令》进行修订：一是扩大禁止贸易商误导消费者的产品特性清单；

二是增加被认为具有误导性的新做法；三是扩充现有禁止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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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商业行为清单，如对整个产品提出环保声明，但实际上只涉及

产品的某个方面；展示非基于第三方验证计划或由公共当局建立

的自愿可持续性标签等。

（信息来源：商务部网站）

加拿大建议将醋酸甲酯列入有毒物质清单

2022 年 3 月 24 日，据化学观察报道，加拿大政府建议将溶

剂醋酸甲酯添加到加拿大环境保护法（Cepa）附表 1的有毒物质

清单中。

加拿大卫生部和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联合评估了包括

醋酸甲酯在内的 14 种酯类，以确定它们是否对环境或人类健康构

成风险。在这 14 种物质中，醋酸甲酯是唯一符合 Cepa 第 64 段规

定有毒物质标准的物质。

根据筛选评估草案，醋酸甲酯不会危害环境，但对人类生命

构成或可能构成危险。人体将醋酸甲酯分解成甲醇，而甲醇本身

就是有毒的。气溶胶粘合剂和脱漆剂中乙酸甲酯的 24 小时平均空

气浓度高于甲醇的安全参考浓度。加拿大政府正在考虑采取措施，

帮助消费者减少在气溶胶粘合剂和脱漆剂中接触醋酸甲酯。

公众评议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5 月 18 日。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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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修订氟虫双酰胺等 4种活性物质的批准期限

2022 年 3 月 28 日，欧盟发布条例(EU) 2022/489，修订氟虫

双酰胺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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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虫乙酯（Spirotetramat）的批准期限修订为 2024 年 4 月

30 日；

维生素 C（L-ascorbic acid）、乙基多杀菌素（Spinetoram）

的批准期限修订为 2024 年 6月 30 日；

氟虫双酰胺（Flubendiamide）的批准期限修订为 2024 年 8

月 31 日。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加拿大重新评估玉米蛋白粉及其最终用途产品

2022 年 3 月 22 日，加拿大卫生部发布 PRVD2022-04 号咨询

文件，有害生物管理局就玉米蛋白粉（Corn gluten meal）及其

最终用途产品进行重新评估。

玉米蛋白粉在草坪、住宅草坪、市政和商业地产、高尔夫球

场、运动场、公园、草皮农场以及花卉、蔬菜和水果园中被注册

为除草剂。有商业和国内级别的产品注册为固体或颗粒配方。

此次咨询的公众评论期为 2022 年 3 月 22 日至 2022 年 6 月

20 日。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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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更新食品接触用再生塑料法规

2022 年 3 月 24 日，欧盟发布了食品接触用再生塑料法规修

订草案，该法规将取代 2008 年制定的现行欧盟法规 EU 282/2008。

现行法规制定了再生过程的具体要求，以确保用于食品接触的再

生塑料材料和物品符合法规(EC) No 1935/2004 第 3 条的要求，

但是其并不适用于所有再生技术。因为制订法规时，只有少数再

生技术存在，这些技术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回收场景。法规草案

具体修订如下：

“新技术”的定义包含在第 3条中，该法规规定，“任何未

根据第 15 条或第 16 条对其适用性作出决定的回收技术，应被视

为本法规中的新技术”。此外，第 3条中提到的“潜在残留污染”

已被删除，第 5条更新了标签要求。法规还规定了有关企业监控

和报告的要求。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美国制定风险量化评估标准

用于食品安全检验体系国际间等效性评审

2022 年 4 月 1 日，美国食品安全检验局（FSIS）制定新的风

险量化评估标准用于食品安全检验体系国际间等效性评审。

该风险量化评估标准促进 FSIS 采用数据化方法来提升食品

安全，更好地评估其它国家所采用的食品安全检验体系。FSIS 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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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检验体系异于其它国家对美出口产品检验体系，条件是其它国

家能够证明其检验体系和美国 FSIS 检验体系在保护公众健康方

面是等效的。其它国家可以提交病原体检测数据，以证明其食品

相对来说是安全的。该风险量化评估标准增强了美国 FSIS 现行评

估其它国家食品检验体系、措施的流程，使美国 FSIS 采用统一、

客观的方法评估其它国家提供的病原体检测数据。该标准强调：

进口国应具有和美国等效的食品安全体系，美国和其贸易伙伴间

的食品安全体系应存在差别，如果进口产品安全质量低于美国国

内产品则应进行非劣效性检测，应进行样品数量等规模性和等效

性差额测定。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欧盟发布对 2-甲基氧杂环戊烷作为食品提取溶剂的安全评估

2022 年 3 月 15 日，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食品接触材料、

酶和加工助剂（CEP）专家组发布了“2-甲基氧环烷（2‐

methyloxolane）作为食品提取溶剂的安全评估”报告，主要内容

如下：

（1）2-甲基氧杂环戊烷旨在用于从植物中提取油和蛋白质

或提取食品添加剂的工艺；

（2）建议的最大残留限量在脂肪、油或黄油中为 1mg/kg，

也用于提取食品添加剂等；

（3）在预期条件下使用时，在提取的食品或食品成分中以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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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最大残留限量使用时，不会引起安全问题。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日本修订《食品标签标准》

22022 年 3 月 30 日，日本内阁府发布 21 号令，修订《食品

标签标准》。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

（1）鉴于高油酸转基因大豆可以通过常规方式培育，因此不

再将其列入转基因食品清单，含有该种成分的食品无需在标签上

标注含有转基因成分的声称；

（2）鉴于转基因芥菜已经通过安全审查并上市销售，因此含

有该种成分的食品应在标签上标注含有转基因成分的声称；

（3）修订食品标签上部分营养成分（如脂肪酸）的含量测定

方法等。

该修订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日本发布多项食品或食品检验标准

2022 年 3 月 31 日，日本农林水产省发布多项食品或食品检

验标准，具体分别为：

（1）《味噌标准》（编号 JAS0022：2022），主要内容包括

定义和术语、产品分类（豆味噌、米味噌、小麦味噌等）、生产

味噌的原辅料要求、生产过程卫生管理、包装和标签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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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鱼类鲜度（K值）的测定方法标准》（编号 JAS0023：

2022），适用于新鲜鱼类（仅限于硬骨鱼类，不包括已解冻的鱼

类）中 ATP 相关物质含量的高效液相色谱检测法，并规定了根据

含量计算鲜度指标 K值的试验方法；

（3）《苹果汁中花青素测定方法标准》（编号 JAS0024：2022），

具体为高效液相色谱法，有效含量检测范围 890mg/L～2500mg/L。

上述标准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印度发布特殊食品实施条例

2022 年 3 月 30 日，印度食品安全标准局（FSSAI）发布

No.Std/sp-05/T（Nutraceutical-2022）[E-5184]号文，发布 2022

年《保健品、营养补充品、特殊膳食用食品、特殊医疗用途食品

以及含益生元和益生菌的食品条例》，取代了 2016 年的《保健品、

营养补充品、特殊膳食用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食品、功能性食品

和新型食品法规》及其修订内容。新的条例主要内容为：

（1）制定了该条例的适用范围和产品类别以及定义；

（2）任何人不得制造、包装、销售、进口或以其他任何方式

分销不符合本条例要求的相关产品；

（3）对适用该条例的产品的规格、原料、添加剂、质量要求

和标签等内容做出了规定。该条例自 2022 年 4月 1日起实施。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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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发布进口乳铁蛋白相关规定

2022 年 4 月 4 日，印度食品安全标准局（FSSAI）发布

TIC-B04/1/2022-importS-FSSAI 号文，对进口乳铁蛋白的检测样

品做出规定。

根据印度《食品安全和标准（实验室和样品分析）条例》，

乳铁蛋白属于“未规定的食品”，其样品数量应为 500g。但因该

产品价格昂贵，在一般环境中抽取样品会给企业增加成本。为降

低相关企业成本，允许企业提供微型/代表性样品。微型/代表性

样品应满足：

（1）至少 50g 微型/代表性样品，分成两份，每份 25g；（2）

提供出口国监管机构的证书，证明样品与进口货物属于同一批次。

若企业不能提供微型/代表性样品，则应在无菌条件下抽取样品。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欧盟批准柠檬提取物制剂作为饲料添加剂

2022 年 4 月 5 日，欧盟发布条例(EU) 2022/537，批准柠檬

提取物（Lemon extract）制剂作为饲料添加剂用于所有动物，本

条例自发布之日起第二十天生效。

该添加剂所属类别为“感官添加剂”，功能组别为“风味化

合物”；识别号为 2b139a-ex；批准期限至 2032 年 4月 25 日。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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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修订有关酒精饮料条例

2022 年 3 月 25 日，挪威农业和食品部发布公告，修订有关

酒精饮料条例。主要修订内容为：

（1）更新酒精饮料的定义及分类要求；

（2）酒精饮料法定名称、化合物名称使用要求。酒精饮料必

须写法定名称，标签上须明确说明不得更改；

（3）酒精饮料标签规则。按纯酒精的体积百分比的量降序标

识、原产国、标签语言文字、地理名称等要求；

（4）禁止使用含铝或铅材料的密闭容器存储；

（5）酒精饮料中化学和物理成分以及感官特性检测要求；

（6）受保护的地理名称销售标签要求；

（7）产品说明书要求；

（8）酒精饮料地理名称的注册和保护审查程序。

该修订 2022 年 3月 25 日生效。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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