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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出台法规禁止石棉的使用

2022 年 5 月 19 日，据化学观察报道，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

的民主党议员已经引入了两院制立法，在联邦一级禁止石棉。该

法案将禁止进口和商业使用所有六种石棉纤维类型，以及利比角

闪石、蓝透闪石和富橄榄石。

该法案要求氯碱行业设置两年过渡期，停止在氯气生产中使

用石棉隔膜，以符合美国环保局上月提出的 TSCA 提案。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欧盟修订物质和混合物分类、标签和包装法规

2022 年 5 月 3 日，欧盟发布法规（EU）2022/692，修订欧盟

物质和混合物分类、标签和包装法规指南。对附件 VI“危险物质

统一分类和标签清单”第 3部分表 3进行了如下修改：

增加了 39 个新条目，包括两种二丁基锡类似物，重毒性 1B

类物质双酚 S（BPS），致癌 1 B 类物质二苯甲酮和致癌 2 类物质

三聚氰胺；

用额外的分类和标签信息替换 17 个条目，包括双酚 A（索引

号 604-030-00-0）；

删除 1，5-萘二异氰酸酯（索引号 615-007-00-X）。

最新修订将于 2023 年 11 月 23 日生效。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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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拟增加REACH法规中关于产品中甲醛排放限制要求

2022 年 5 月 2日，欧盟委员会 (EC) 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提交了一份修订草案，以修订 REACH 附件 XVII，增加对物品释放

的甲醛的新限制。该通报草案将开展为期 60 天的公众咨询，建议

的通过日期为 2022 年最后一个季度，并拟于欧盟官方公报发布后

第 20 天生效。

甲醛主要用作生产甲醛基树脂和其他化学品的化学中间体。

这种基于甲醛的树脂是最大的一组甲醛释放剂，可在可预见的使

用条件下释放甲醛。甲醛基树脂广泛用作木材加工、纸浆和造纸、

合成玻璃纤维工业、塑料和涂料生产以及纺织品整理中的粘合剂

和粘合剂。消费者可以通过呼吸含有废气甲醛的空气接触甲醛。

2019 年，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CHA）准备了一份限制报告，

提出对物品释放甲醛的限制。在第 1次和第 2次公众咨询后，ECHA

的风险评估委员会(RAC)和社会经济分析委员会(SEAC)修改了限

制提案，ECHA 将意见提交给了 EC。根据提交的意见，EC 认为 REACH

附件 XVII 应进行修订，增加对物品释放的甲醛的新限制。与 ECHA

提交的意见相比，WTO 草案修改了甲醛释放限量和部分豁免。

新限制预计将于 2022 年最后一个季度公布，设定 36 个月的

过渡期，道路车辆的过渡期更长，即 48 个月。

（1）在生产过程中有意添加甲醛或甲醛释放物质的室内使

用物品，如果在限制附录中规定的测试条件下，甲醛释放浓度对

于木质物品和家具超过 0.062mg/m3，或者对于其他物品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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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mg/m3，则不得投放市场；以及

（2）公路车辆，而这些车辆内部的甲醛浓度超过 0,062 毫

克/立方米。

建议的限制有以下的豁免：

（1）在合理可预见的条件下仅用于户外的物品

（2）不会导致公众接触的工业或专业用途的物品

（3）纺织品、鞋类和其他属于第 72 条规定范围的物品

（4）个人防护设备

（5）与食品接触的物品

（6）二手物品

甲醛在室温和常压条件下是一种具有高度活性的气体。在欧

洲议会和理事会第 2 号法规（EC）No 1272／2008 附件 VI 第 3

部分中，它被归类为致癌物质 1B 类、诱变剂 2 类、急性毒性物质

3类、皮肤腐蚀性物质 1B 类和皮肤致敏剂 1类。甲醛是一种产量

大、用途广泛的化学品。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欧盟不批准活性物质三氯硝基甲烷

2022 年 5 月 17 日，欧盟发布条例(EU)2022/751，不批准活

性物质三氯硝基甲烷（Chloropicrin），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第

二十天生效。

由于根据现有信息无法完成对消费者、经营者、工人、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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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居民的风险评估，并确定对地下水、土壤大型生物和微生物

以及居住在土壤中的非目标节肢动物的潜在问题。此外，对水生

生物、蜜蜂、叶栖非靶标节肢动物、蚯蚓和非靶标陆生植物的风

险评估无法完成。因此活性物质三氯硝基甲烷不予批准。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欧盟修订活性物质石蜡油的批准条件

2022 年 5 月 23 日，欧盟发布条例(EU)2022/800，修订活性

物质石蜡油（Paraffin oils）的批准条件。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

第二十天生效。

(EU)No540/2011 附件 A，石蜡油 CAS No 64742-46-7、

CAS-No-72623-86-0 和 CAS No 97862-82-3 第 294 行“分则”栏

目内容替换如下：

“Part A 仅允许用作杀虫剂、杀螨剂和杀真菌剂。Part B

为实施法规(EC) No 1107/2009 第 29(6)条的统一原则，石蜡油

CAS No 64742-46-7、CAS-No-72623-86-0 和 CAS No 97862-82-3

的审查报告结论包括其附录，特别是附件 I 和 II，应予以考虑。

使用条件应包括适当的风险缓解措施。”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欧盟延长 2,5-二氯苯甲酸甲酯等 50 种活性物质的批准期限

2022 年 5 月 10 日，欧盟发布条例(EU) 2022/708，延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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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二氯苯甲酸甲酯等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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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菜宁（Phenmedipham）、精异丙甲草胺（S-metolachlor）、

弥拜菌素（Milbemectin）、乙烯利（Ethephon）、克菌丹（Captan）、

灭菌丹（Folpet）、伐虫脒（Formetanate）、烯酰吗啉

（Dimethomorph）、赛克津（Metribuzin）、霜霉威（Propamocarb）、

甲基嘧啶磷（Pirimiphos-methyl）、氟丁酰草胺（Beflubutamid）、

苯噻菌胺（Benthiavalicarb）、啶酰菌胺（Boscalid）、氟嘧菌

酯（Fluoxastrobin）、丙硫菌唑（Prothioconazole）、苯草醚

（Aclonifen）、吡草胺（Metazachlor）、丙氧喹啉（Proquinazid）

的批准期限延长至 2023 年 7月 31 日。

乙酸（Acetic acid）、硫酸铝铵（Aluminium ammonium

sulphate）、硅酸铝（Aluminium silicate）、碳化钙（Calcium

carbide）、乙烯（Ethylene）、茶树提取物（Extract from tea

tree）、脂肪蒸馏残留物（Fat distillation residues）、脂肪

酸 C7 到 C20（Fatty acids C7 to C20）、赤霉酸（Gibberellic

acid）、赤霉素（Gibberellins）、水解蛋白（Hydrolysed

proteins）、硫酸铁（Iron sulphate）、植物油/丁香油（Plant

oils/clove oil）、植物油/菜籽油（Plant oils/rape seed oil）、

植物油/薄荷油（Plant oils/spear mint oil）、除虫菊酯

（Pyrethrins）、石英砂（Quartz sand）、鱼油（Fish oil）、

动物或植物气味来源的驱虫剂/羊脂肪（Repellents by smell of



8

animal or plant origin/sheep fat）、直链鳞翅目信息素

（Straight Chain Lepidopteran Pheromones）、尿素（Urea）、

磷化铝（Aluminium phosphide）、磷化镁（Magnesium phosphide）、

霜脲氰（Cymoxanil）、十二环吗啉（Dodemorph）、2，5-二氯苯

甲酸甲酯（2，5-Dichlorobenzoic acid methylester）、苯嗪草

酮（Metamitron）、磺草酮（Sulcotrione）、戊唑醇（Tebuconazole）

的批准期限延长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

氟咯草酮（Flurochloridone）的批准期限延长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

威百亩（Metam）的批准期限延长至 2023 年 6月 30 日。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欧盟修订关于化妆品标签常用成分名称词汇表的规则

2022 年 4 月 29 日，欧盟发布(EU)2022/677，修订关于化妆

品标签常用成分名称词汇表的规则，自公布后 20 天生效。

相关内容如下：

（1）从 2022 年 4月 29 日至 2023 年 4 月 28 日，经济经营

者可以使用本决定附件中列出的常见成分名称，以符合在(EC)No

1223/2009 中规定的标签要求；

（2）废除(EU) 2019/701 号决定；

（3）更新后的术语表更正了现有成分名称的误报或遗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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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成分名称 3579 个，总数从 26491 个增加到 30070 个。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韩国拟修订《食品标准规范》

2022 年 5 月 3 日，韩国食药部（MFDS）发布第 2022-199 号

公告，拟对《食品标准规范》部分内容进行修订。修订的主要内

容包括：

（1）明确了对食品原料的要求。修订了“优质新鲜”的定义，

并新增了”腐败变质“的定义；

（2）对胶囊产品的部分内容进行修订。新增了在胶囊制造时

可以用碳酸钙替代二氧化钛的规定，同时删除了胶囊 pH 的标准和

检测方法；

（3）扩大了冰制品的 pH 值范围，使得所有符合《饮用水管

理法》的饮用水都可以作为制冰的原料；

（4）修改了芦荟的使用条件，修订后芦荟仅能以果汁形式使

用；

（5）规范并统一了标准中部分用语。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沙特阿拉伯发布公告禁止在食品中添加二氧化钛

2022 年 5 月 10 日，沙特阿拉伯食药局（SFDA）发布

FS-CIR-1-V1/220421 号公告，向所有食品进口商及生产企业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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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中禁止添加二氧化钛（E171）。公告主要内容为：禁止将二

氧化钛（E171）作为食品添加剂用于食品生产，且添加二氧化钛

（E171）的食品将不得在 SFDA 注册，并自 2022 年 10 月 21 日期

生效实施。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美国修订出口食品证书防伪要求

2022 年 4 月 25 日，美国食品安全检验局（FSIS）发布第 22-22

号通知，自 2022 年 5月 16 日起，FSIS 签发的带有数字签名的出

口食品证书将不再使用防伪纸打印，企业可使用白色打印纸自主

打印证书，如无打印设备或证书系统授权，可由 FSIS 官员协助打

印在普通纸张上。如食品进口国仍需要手签或防伪纸打印，则

FSIS 可继续使用手签或打印在防伪纸上。证书系统可提供证书真

伪的验证。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美国在食品接触清单中增加了 11 种物质

2022 年 2 月至 4 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其

有效食品接触物质清单（FCNs）中增加了 11 个条目。这些物质包

括塑料食品包装中的着色剂、聚合物和涂料中的物质，以及聚烯

烃聚合物中的稳定剂。

制造商在使用新的食品接触物质时起草 FCN，以通知 FDA。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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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FDA 在 120 天内没有回应任何安全问题，那么制造商就被允许

使用或销售该物质，并将该通知添加到列表中。根据 FDA 的规定，

FCN“仅对所列制造商有效”，因此每个制造商都必须提交 FCN，

即使其他人已经批准了相同的物质。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挪威修订酒精饮料条例

2022 年 5 月 3 日，挪威农业和食品部发布公告，修订酒精饮

料条例。主要内容：

（1）酒精饮料名称。酒精饮料类别中规定的一个或多个法定

名称或多个地理名称时，复合名称除外只需标明期中一个名称即

可；

（2）禁止使用不符合附录一相关类别要求或相关地域名称

的饮料名称的描述，也禁止与“艺术”、“品味”或其他类似词

语或短语结合使用的名称；

（3）混合酒精饮料中酒精成分清单应与混合物的法定名称

在同一标签中标明，具有相同类型和颜色的统一字符，字体大小

不得大于法定名称所用字体的一半；酒精成分清单上每种酒精成

分的比例应按使用量百分比降序表示。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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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拟修订酒类制造业务指南等 4类酒类指南

2022 年 4 月 25 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就修订《酒类制造业务

指南》、《酒类进口业务指南》、《酒类销售业务指南》及《酒

类使用指南》面向公众征询意见，意见反馈期截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 17 时。主要内容为：

（1）删除关于酒类专卖法（平成 13 年 3 月 31 日废止）制

度的事项以及对现有规定进行整理重构（以提高对经营者的理解

为目的的重构等）；

（2）修订关于“酒精度数为 90 度以上的产品的处理”，规

定在使用酒精生产的混合溶剂、燃料、助墨剂等时的许可，放宽

目前 4L 及以下专用容器装运的限量标准，取消 4L 及以下包装的

数量限制；

（3）关于“以酒精为主要活性成分的产品的处理”，使用酒

精生产的产品为外用药物时的许可标准，4L 以下放宽限量标准，

取消 4升以下限量；

（4）删除“作为原料投入的化学物质表（附表 2）”中记载

的香料 1和香料 2；修订“作为原料投入的食品香料表（附表 3）”

的食品香料规格等以对应食品添加物等标准基准的部分修改；

（5）当酒精用于工业用途时，需要经济产业大臣的许可。用

于制造物品、清洁机械设备等用途获得许可时，酒精含量应≥90%

是许可标准之一；

（6）《酒类使用指南》中，附表 2 和附表 3 所列化学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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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食用香料应符合使用标准量的规定。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美国发布《输华食品和农产品证书报告》

2022 年 5 月 4日，美国农业部（USDA）发布《输华食品和农

产品证书报告》，列出了输华食品和农产品所需官方证书清单、

证书要求、法律法规依据以及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的注册要求。

主要包括：（1）输华牛肉、油料、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

途食品及保健食品等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国外食品出口

商/代理商和进口食品收货人备案要求；（2）牛肉、猪肉、羊肉、

鲜奶、奶粉、糖、肉鸡和蔬菜油的进口许可证书、猪肉 H1N1 证书、

猪肉无莱克多巴胺证书、有机认证等。同时建议美国出口商关注

美国农业部全球农业信息网络（GAIN）系统的更新，并查看最新

的中国食品和农业进口法规和标准的报告。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美国更新肉类产品出口中国合规指导文件

2022 年 5 月 3日，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FSIS）在其

官网更新了肉类产品出口国的合规指导文件，内容包括：允许出

口中国的产品类别、禽肉产品热处理要求、猪肉产品莱克多巴胺

控制、标签（批量包装、预包装）、储运温度控制、文件要求（出

口证书格式及内容）、生产商/出口信息（中国禁限用物质、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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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标准）、企业的注册等。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英国修订果蔬质量及标签规则

2022 年 5 月 27 日，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发布公告，

修订果蔬质量及标签规则。主要内容如下：（1）果蔬特定标签内

容：质量等级、原产国全文、品种、重量或数量、净重、种植者

姓名和地址，或授权代码标记；（2）特定质量要求：完整、无缺

陷、洁净、无害虫、无湿气、无异味等；（3）下述产品免于特定

标签和质量要求：用于工业加工、酿酒制备和加工的产品或干燥

产品；葛根、苦杏仁、巴西坚果、酸豆、腰果、辣椒、可可豆、

芋头、毛豆、生姜、洋蓟、澳洲坚果、松子和所有去壳坚果、肉

豆蔻、橄榄、花生、山核桃、开心果、藏红花、西米、甜玉米、

红薯、姜黄、野生蘑菇、山药豆和高淀粉含量的根（或块茎）、

山药。该规则自发布之日实施。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欧盟发布食品安全体系中基于证据的风险沟通情况

2022年5月31日，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发布2022.e200508

号文件，发布欧盟食品安全体系中基于证据的风险沟通情况。主

要情况包括：（1）范围和目标。在欧盟推进循证风险沟通的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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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下，在与食品安全有关的虚假信息、审查相关方在公众咨询

等举措期间的修订贡献、以及影响风险感知和行为的心理和社会

文化因素等 4个领域的风险研究范围及目标。（2）该文件并未将

未来的项目调用作为 EFSA 工作计划的一部分，或 EFSA 的任何未

来立场。它旨在支持制定行动路线图，其内容可能会发生变化。

（3）需要发展的未来工作领域。在 4个工作领域中，研究有巨大

的潜力，可以为更清晰、更有针对性、因此更有针对性的风险交

流提供洞察力。这既符合 EFSA2027 战略，也符合《透明度条例》

的规定。领域 1：与食品安全有关的虚假信息提供有关食品安全

中虚假信息比率的数据。领域 2：透明度倡议的有效性提供关于

对现有倡议的贡献的数据。领域 3：洞察消费者与风险和利益相

关的权衡全面绘制欧盟消费者在风险和利益方面的食品相关决定

中所面临的潜在挑战。领域 4：感知和行为背后的联系因素支持

研究风险认知和消费者行为之间的联系。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沙特阿拉伯拟制订食品注册指南

2022 年 6 月 1 日，沙特阿拉伯食药局拟制订食品注册指南，

意见反馈期截至 7 月 14 日。主要内容如下：

（1）术语和定义；

（2）食品注册服务旨在建立和发展沙特的食品数据库，还旨

在规范食品的进出口、生产和流通，也是进口食品的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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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步骤包括设立电子账号、食品注册申请、电子清关（仅限进

口食品）等；

（3）食品注册申请最长批准时间；

（4）某些食品注册的特殊要求；

（5）进口商或生产商必须核实提交数据的准确性，遵守有关

部门发布的技术法规和通告，必要时跟踪所有销售和分销网点的

产品召回或撤回。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加拿大修订新型食品法规有关规定

2022 年 5 月 31 日，加拿大发布 G/SPS/N/CAN/41 通报，通报

以植物育种为重点的新型食品法规新指南。指南主要内容包括：

（1）对《新型食品安全评估指南》进行修订。（2）按照《食品

安全法》第 B.28.002-B.28.003 节的规定作为新型食品进行单独

评估可保证安全性的五类食品，主要包括：从植物中提取的食品，

其遗传修饰不会以引入或增加与人类健康有关的已知过敏原或毒

素的相似性的方式改变内源性蛋白；从植物中提取的基因修饰食

品，不会使已知的内源性过敏原、已知的内源性毒素或已知的内

源性抗营养素的含量超过在该植物物种中观察到的这些分析物的

记录范围；源自对关键营养成分和/或新陈代谢没有影响的植物遗

传修饰的食品；源自植物的遗传修饰的食品，但并不有意改变植

物的食物用途；以及从植物中提取的、经过基因改造的食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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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导致最终植物产品中出现外来的 DNAFootnote19。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芬兰自 2022 年 7月 1 日起加强进口食品的管制

2022 年 6 月 20 日，芬兰食品管理局消息，自 7 月 1 日起加

强对食品的进口管制。主要内容如下：（1）2022 年 7 月 1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所有进口食品在清关时都将进行检查。海关

根据风险评估进行抽样，以监测虫害残留。存放在海关批准的仓

库中，待分析结果完成之前禁止使用；（2）进口有机食品如果未

发现不遵守有机法规，则给予放行，货物可以免于海关监管。如

果托运货物不符合有机要求，则禁止作为有机食品销售。必须向

海关出示检查证书、清关文件、托运单以及有机链：包括农场、

供应链中有机产品所有经营者（包括中间商）的姓名、地址详情

和有机证明文件。进口商有责任确保产品在报关单中有机申报；

（3）强化管制中涉及中国的产品为：花生（12024100、12024200）、

南瓜籽（1207999710）。

（信息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巴西修订包装动物产品标签的技术法规

2022 年 6 月 20 日，巴西农业部发布第 449 号法令，修订包

装动物产品标签的技术法规，于 2022 年 7月 1日生效。主要内容

为：（1）必须在标签上标明成分清单，按数量降序排列，并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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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剂的功能和名称或 INS 代码；（2）添加植物油或植物脂肪后，

动物源性产品标签上的信息应要求在产品名称下方以统一的字

符、正文和字母颜色、以大写字母和粗体字母分别标明“含有植

物油”或“含有植物脂”；（3）动物源性产品生产企业有 180

天的时间调整其产品的标签。

（信息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日本拟修订促进农林渔业产品和食品出口法等法规

2022 年 6 月 15 日，日本农林水产省发布 550003500 号征求

意见通告，拟修订《促进农业、林业、渔业产品和食品出口法》

等部分法规，意见反馈期截至 2022 年 7月 14 日。主要修订内容

包括：（1）修订《促进农林水产品及食品出口执法条例》，调整

注册机构的注册费、有效期和认可规定；（2）修订《日本农林标

准实施条例》，要求酒类原料为在不使用化学合成农药田地收获

的农产品等，畜产品使用农产品制成的饲料饲喂，宰杀处理时应

按标准执行，避免故意伤害，饲养、摄食应符合动物福利要求；

（3）修订《日本农业标准调查委员会条例》关于农林水产大臣任

命日本农业标准调查委员会成员、临时成员和专家顾问的相关要

求；（4）制订关于酒类相关名称显示的过渡措施，修改后的法律

实施后，在一定时期内，直至经营者根据修改后的《日本农林物

质标准化及质量标志管理法》（JAS 法）的规定获得酒类有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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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认证，在一定时期内不适用 JAS 法第 63 条的规定。

（信息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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