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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国产LED灯实施召回

2022年 9月 22日，美国CPSC宣布对中国产LED灯实施召回。

此次召回产品为底部有蓝色标签的 Miffy First LED 灯。产

品约 12 英寸高，由硅胶制成，有一个兔子形状的白色外观，带有

步进式调光器和 USB 充电器。产品底部的蓝色标签上印有型号

Mr.LED 11 或 Mr.LED 11A。被召回的产品于 2017 年和 2018 年生

产，生产年份压印于灯右下脚的一个圆圈里（箭头右侧的 "7 "

代表 2017 年，箭头右侧的 "8 "代表 2018 年）。此次召回也包括

产品底部只有蓝色标签的型号。

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会发热，有造成燃烧的危险。

此次召回的产品于 2018 年 7月-2019 年 9 月在美国销售，售

出约 1400 件，售价约为 100 美元。

截至目前，未有事故和人员伤亡报告。

CPSC 建 议 应 立 即 停 止 使 用 该 产 品 ， 并 访 问

https://www.mrmaria.com/bluemodule 以获得有关如何确定召

回哪个 LED 模块的说明。在当地商店购买 Miffy First LED 灯的

消费者，应把产品带至商店免费更换模块；在网上购买该产品的

消费者（或零售商已不再营业），应拍摄一张该产品底部蓝色标

签的照片和一张产品右下脚压印日期的照片，并将这两张照片连

同他们的送货地址和电话号码电邮至 bluemodule@mrmaria.com

邮箱，以便免费获得升级的 LED 模块。

（信息来源：厦门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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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修订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对应的产品分类法规

美国联邦公报 2022 年 9 月 20 日消息，美国环保署（EPA）

发布 2022-19022 号公告，修订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对应的产品分类

法规。主要内容包括：（1）修订豆类蔬菜分组（即作物 6 组），

新增非洲山药豆（Africanyambean，Sphenostylisstenocarpa

（Hochst.exA.Rich.））等 8种产品，使得该分组包含的豆类蔬

菜种类增加到 121 种，同时拟将该分组下亚组数量从 3 个增加到

6个，以便更加清晰和准确的对产品进行定义和归类；（2）修订

谷物分组（即作物 15 组），新增苦荞麦（tartarybuckwheat）、

薏苡仁（Job’stears）等 24 种谷类作物，使得该分组包含的谷

物种类增加到 60 种，同时在该组下创建 6 个亚组。该公告将在

2022 年 9月 21 日联邦公报上正式发布，并于发布之日起 60 日后

生效。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美国能源部发布外置适配器DOE能效测试程序更新

2022 年 8 月 19 日，美国能源部（DOE）发布了公告，更新了

外置适配器（EPS）的能效测试程序，新的程序将在 2022 年 9 月

19 日生效，并将在 2023 年 2月 15 日强制执行。

外置适配器 DOE 能效测试程序主要更新如下：

• 更新了外置适配器的定义，不包含商业工业电源；

• 更新了 EPS 的 DOE 适用范围，排除内部转换电压的主要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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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不是给单独终端产品供电的外置适配器，例如产品内转换电压

主要是给自身功能供电，包括但不限于：带 USB 输出端子的消费

类电子产品，带 USB 输出的灯具产品；

• 更新了输出线的要求，使用适配器自带的输出线或制造商

推荐的输出线来做测试，如果适配器没有带输出线，制造商也没

有推荐，那么用 3 英尺长的输出线来做测试；

• 将 EPS 的测试方法分为两大类，第 5 部分是非自适应 EPS

的测试方法，第 6 部分是自适应 EPS 的测试方法；

• 对于单一电压多个输出的外置适配器，参考了内置电源的

测试方法来计算系数 D；

• 增加了关于非 EPS 功能的详细说明，允许在不影响 EPS 功

能的情况下，断开非 EPS 功能后去测试。

（信息来源： 倍科）

美国拟修订进口检验申请提供信息要求

美国联邦公报 2022 年 9 月 6 日消息，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

检验局（FSIS）发布 2022-10240 号公告，拟修订进口检验申请提

供信息要求。具体内容如下：（1）对于出口到美国的每批产品，

FSIS 要求出口国政府提供检验证书。在检验证书上，需要注明日

期；出口的国家和生产国机构的编号；用于生产产品的物种；来

源国和符合条件的来源材料的机构编号，如果它们来自出口国以

外的国家；产品描述，包括工艺类别、产品类别和产品组；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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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出口商的名称和地址；收货人或进口商的名称和地址；单位

的数量和单位上的运输或识别标记；每批次的净重；（2）进口检

验申请表上要求的信息与检验证书上要求的信息相似，可以通过

电子方式或通过纸质申请提交。如果进口检验申请和检验证书之

间的进口商或收货人信息有任何差异，FSIS 将要求按照进口检验

申请中提供的信息。对于任何基于产品的信息，由进口国政府官

员认证的检验证书信息将优先于进口检验申请中提供的信息。该

公告将在 2022 年 9月 7 日的联邦公报上正式发布并生效，意见反

馈期为 60 日。

（信息来源： 海关总署）

欧盟修改欧洲经济区协定有关兽医和植物检疫等事项

欧盟官方公报 2022 年 9月 22 日消息，欧洲经济区联合委员

会发布第89/2022至103/2022号决定，对2022/1533至2022/1547

号决定修订的《欧洲经济区协定》附件 1“兽医和植物检疫事项”

进行系列修订。主要修订内容包括：（1）2021 年 2 月 16 日欧盟

委员会授权发布的条例（EU）2021/630，补充了欧洲议会和理事

会条例（EU）2017/625《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关于某些类别的

货物免于官方控制的条例》，并修订欧盟委员会决 2007/275/EC，

以上修订将被纳入欧洲经济区协定。（2）决定涉及有关兽医和植

物检疫事项事务的立法不应适用于列支敦士登。（2）以上决定应

在欧盟官方公报的欧洲经济区部分和欧洲经济区补编中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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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 海关总署）

欧盟将全面禁止强迫劳动产品

2022 年 9 月 15 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发表完“盟

情咨文”后，发布一项立法提案。禁止在欧盟市场上销售和提供

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

欧盟委员会在提案中规定，被发现是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既

不能在欧盟销售，也不能从欧盟出口。对于已经在欧盟市场上的

产品，将必须撤回。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称，该规定涵盖所有产

品类别，包括在欧盟境内生产的、供国内消费和出口的产品，以

及进口产品，不针对特定公司或行业。这份提案中没有具体提及

任何地区或原产国。该提案称，欧盟在经过调查后，将从欧盟市

场撤出使用强迫劳动力生产的产品。欧盟海关部门也将在欧盟边

境识别并阻止使用强迫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入境。

（信息来源： 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欧盟通过了关于回收塑料食品接触材料的法规

2022 年 9 月 15 日，欧盟委员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再生塑料材

料和与食品接触的物品的新法规。新法规要求欧洲食品安全局

（EFSA）评估并在适当情况下授权“能够生产安全塑料”的传统

和新型回收工艺，同时概述了质量控制和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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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成员国提高透明度和加强执法，该法规“建立了欧

盟回收商的注册、回收过程、回收装置、设施、回收计划和新技

术。欧盟在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 月期间收集了对拟议法规

的意见，并在 2022 年 3月发布了更新的草案。

该法规于 2022 年 10 月生效。

（信息来源： 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IEC 发布家用电器产品信息属性标准

2022 年 8 月 26 日，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发布标准 IEC

63237-1:2022 PRV《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产品信息属性-第 1部

分：基本原则》的预发布版本。IEC 63237-1:2022 标准为家用电

气器具的说明规定了一种标准化方法。

该标准目的在于：

- 通过公布类别为消费者和供应商定义一种通用语言，类别

由属性及属性特征来表现；

- 实现机器的电子数据交换（包括信息技术系统，见机器对

机器通信部分[M2M]）；

- 优化消费者和供应商之间的工作流程，以及优化他们本组

织内的工程、开发和采购等流程；

- 为立法者提供一本字典；

- 降低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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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使用属性来描述家用电气器具，并且相关属性可在在

IEC 公共数据字典（IEC CDD）中找到。此外，该标准还为产品的

特定分类标准提供了规则、方法和通用数据结构，以及规定了如

何在 IEC 61360 系列标准的基础上制作参照字典。

（信息来源： 厦门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网）

埃及发布清漆和油漆中铅的限量要求

2022 年 8 月 22 日，埃及通过 WTO 发布 G/TBT/N/EGY/327 号

TBT 通报，发布清漆和油漆中铅的限量要求的第 381/2022 号部长

令。该部长令给予清漆和油漆产品制造商和进口商六个月的过渡

期，以符合以下要求：非彩色底漆中的铅含量不超过 100 ppm，

有色涂料中的铅含量不超过 5000ppm。

（信息来源：江苏省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平台）

澳大利亚修订非酒精饮料和酿造软饮料标准

2022 年 9 月 19 日，澳大利亚联邦公报发布 F2022C00910 号

公告，修订澳新食品法典 2.6.2 号标准（即非酒精饮料和酿造软

饮料标准）。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1）产品分类中修订电解质

饮料相关定义（电解质饮料是指为进行 60 分钟或更长时间的持续

剧烈体力活动的人群快速补充液体、碳水化合物和电解质而配制

的饮料）；（2）新增电解质饮料的标签的特殊要求，如渗透压指

标的标注方式以及允许和禁止使用的营养声称等；（3）修订电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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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饮料的成分要求，如将其中碳水化合物的最低含量要求从

50g/L 修订为到 20g/L，果糖最大含量规定为不超过总糖含量的

50%等。该公告自政府公报发布之日起实施。

（信息来源：海关总署）

乌克兰拟制定动物源性食品生产流通卫生要求

2022 年 9 月 13 日，乌克兰拟制定动物源性食品生产流通卫

生要求，该要求明确肉制品、鱼制品、明胶、鸡蛋和蛋制品等动

物源性食品的生产和流通的卫生要求，该要求自正式发布之日起

生效。该要求内容包括：（1）动物源性食品生产流通定义、术语

和要求；（2）对包括家养、野生动物和水生生物、肉制品、鱼制

品、鸡蛋和蛋制品等动物源性食品的生产、屠宰、运输、贮存、

制备、处理等进行规范要求；（3）经该要求批准的动物源性食品

生产和流通的卫生要求，适用于出口或已向主管部门申报准备进

行此类出口的食品市场经营者，自本令生效之日起生效；（4）对

食品市场的所有其他经营者，经该要求批准的动物源性食品生产

和流通的卫生要求，应在戒严令终止或解除三年后适用。

（信息来源： 海关总署）

韩国发布《健康功能食品法典》部分修改单

扩大蛋白质的原材料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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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 日，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MFDS）发布了第 2022-69

号告示，修改《健康功能食品法典》的部分内容，其主要内容如

下：

1. 将蛋白质的原材料范围扩大为可以补充蛋白质的食品原

料全部可以使用。

2. 增加人参的功能性内容：有助于肝健康。

3. 在功能性原料目录中删除芦荟叶。

4. 制定银杏叶提取物的生产标准。

5. 新设定总脂肪酸及植物甾醇的规格。

6. 修改试验方法等。

（信息来源： 食品伙伴网）

日本制修订多项食品标准

2022 年 9 月 6日，日本农林水产省发布标准通告，制修订多

项食品标准。主要内容包括：（1）制订《素食或纯素食品农林标

准》（标准号 JAS0025：2022），主要内容包括产品定义（素食

食品允许加入蛋、乳或蜂蜜成分，纯素食品不得含有任何动物源

性成分）、分类、允许使用的原辅料、生产加工要求、包装和标

签要求等；（2）制订《低蛋白加工糙米农林标准》（标准号 JAS0027：

2022），主要内容包括术语和定义、品质和特征指标（如蛋白质

含量不超过 280mg/100g，钾含量不超过 1mg/100g，磷含量不超过

20mg/100g,γ-谷维素含量大于 5mg/100g，膳食纤维含量大于

http://news.foodmate.net/tag_3762.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576.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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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100g）、生产加工要求（主要指低蛋白处理过程）、食用方法

等；（3）修订《食品、饮料和油脂分级和标签标准》，主要内容

为新增低蛋白加工糙米的标签要求。上述标准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信息来源： 海关总署）

俄罗斯联邦技术管理和计量局批准儿童家具新版标准

为了落实 TR CU 025/2012 关于家具安全的要求，俄罗斯制

定了儿童和学校家具的新标准，并采用综合方法促进了儿童商品

的标准化。新标准中规定的要求符合关于学龄前儿童人类学数据

的现代理念，有助于科学地确定家具的尺寸。

这些标准还规定了测试方法，以客观地检查儿童家具的安全

性。

此外，标准的采用有助于打破贸易的技术壁垒，提高儿童家

具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

这些标准由儿童用品行业协会领导下的工作组制定，是第

181 号“儿童玩具和用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活动的一部分，将

于 2023 年 1月 1日起生效。

GOST 26682-2022 学前教育机构的家具——功能尺寸

GOST 19301.1-2022 学前儿童家具——桌子的功能尺寸

GOST 19301.2-2022 学前儿童家具——椅子的功能尺寸

GOST 19301.3-2022 学前儿童家具——床的功能尺寸

GOST 30210-2022 家具——双层床的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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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ST 23381-2022 学生和儿童的椅子——测试方法

（信息来源： 厦门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网）

阿根廷政府宣布实施大豆出口暂行汇率

综合阿根廷农业信息网、《号角报》9 月 4日报道，4日，

阿根廷经济部长马萨宣布实施“出口增长计划”，以促进大豆出

口、增加外汇收入。自即日起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阿大豆出口

将适用“大豆美元”汇率（美元兑比索价格为 1:200）。阿政府

预计该政策的实施可为阿带来 50 亿美元外汇收入。阿油料商会和

谷物出口中心主席称，尽管此为临时政策，但对改善当前大豆出

口低迷状况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8月 24 日，阿生产商出售大豆数量仅为 2270 万吨，较去年同

期减少 580 万吨。

此外，阿政府还将在大豆出口关税收入基础上设立出口增长

基金，用于为极弱势群体提供食品保障，同时将部分关税收入用

于为中小生产企业和区域经济激励政策提供资金支持。

（信息来源： 商务部）

南非解除全国性的肉牛运输禁令

2022 年 9 月 8日，南非政府农业、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部发

布 2465 号公告，主要内容为：废除 2022 年 5月 10 日第 2075 号

政府公告和 2022 年 8月 18 日第 2391 号政府公告中规定的有关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27.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69.html
http://news.foodmate.net/tag_24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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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蹄疫的控制措施。中新社约翰内斯堡 9月 8 日电，南非当地时

间 9月 8日，南非农业、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部部长托科·迪迪

扎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正式解除为期 21 天的全国范围内肉牛禁

运令，解除禁令的决定是基于南非国家兽医专家团队在过去 21

天里取得的巨大进展，并认为此次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数据

显示，此次口蹄疫疫情发生后，南非全国范围内先后报告 130 例

口蹄疫病例。但随着相关禁令的颁布，该国的口蹄疫疫情随即得

到有效控制。不过，此次禁运令对于南非畜牧业和肉食业造成了

巨大影响。作为南非农业乃至整体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肉牛及其

出口产业遭遇重创。

（信息来源： 海关总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