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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报告 

解读│进口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 

营养标签是消费者直观了解食品营养组分、特征的有效方式，营养素摄入

缺乏可引起营养不良，摄入过量则可导致肥胖和慢性病发生。正确标示营养标

签可以指导消费者科学选择膳食，促进公众膳食营养平衡和身体健康。在我国，

食品营养标签应符合《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的要求。今天

我们就来聊聊《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 

适用范围 

适用于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上营养信息的描述和说明。 

不适用于保健食品及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的营养标签标示。 

 

定义 

01 营养标签     

预包装食品标签上向消费者提供食品营养信息和特性的说明，包括营养成分表、

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是预包装食品标签的一部分。 

02 营养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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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具有特定生理作用，能维持机体生长、发育、活动、繁殖以及正常代谢

所需的物质，包括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矿物质及维生素等。 

03 营养成分     

食品中的营养素和除营养素以外的具有营养和（或）生理功能的其他食物成分。 

04 营养成分表     

标有食品营养成分名称、含量和占营养素参考值（NRV）百分比的规范性表格。 

05 营养素参考值（NRV）   

专用于食品营养标签，用于比较食品营养成分含量的参考值。 

 

基本要求 

A. 真实客观，不得标示虚假信息，不得夸大产品的营养作用及其他作用。 

B. 营养标签应标在向消费者提供的最小销售单元的包装上。 

 

强制标示及豁免的条件 

01 豁免标示的食品     

A. 生鲜食品，如包装的生肉、生鱼、生蔬菜和水果、禽蛋等； 

B. 乙醇含量≥0.5%的饮料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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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包装总表面积≤100cm2或最大表面面积≤20cm2的食品； 

D. 现制现售的食品； 

E. 包装的饮用水； 

F. 每日食用量≤10 g或 10 ml的预包装食品； 

G. 其他法律法规标准规定可以不标示营养标签的预包装食品。 

特别要注意的是，符合以上豁免条件的预包装食品如果有以下情形，则应当按

照营养标签标准的要求，强制标注营养标签。 

02 强制标识的条件     

A. 企业自愿选择标识营养标签的； 

B. 标签中有任何营养信息（如“蛋白质≥3.3%”等）的（产品标准中允许使用的

工艺、分类等内容描述除外）； 

C. 使用了营养强化剂、氢化和（或）部分氢化植物油的； 

D. 标签中有营养声称或营养成分功能声称的。 

01 预包装速冻面米制品和冷冻调理食品虽属于生鲜食品，但不属于豁免范围，

如速冻饺子、包子、汤圆、虾丸等，此类产品仍需标注营养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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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腐乳类、酱腌菜（咸菜）、酱油、酱类（黄酱、肉酱、辣酱、豆瓣酱等）以

及复合调味料等虽划归为每日食用量≤10 g或 10 ml的食品，但因其单项营养素

含量较高，对营养素日摄入量影响较大，应当标示营养标签。 

 

强制标示内容 

A. 能量、核心营养素的含量值及其占营养素参考值（NRV）的百分比。 

核心营养素为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四项核心营养素常与能量一起

被称为“4+1”。 

B. 对除能量和核心营养素外的其他营养成分进行营养声称或营养成分功能声

称时，在营养成分表中还应标示出该营养成分的含量及其占营养素参考值（NRV）

的百分比。 

C. 使用了营养强化剂的预包装食品，还应标示强化后食品中该营养成分的含

量值及其占营养素参考值（NRV）的百分比。 

D. 食品配料中含有或生产过程中使用了氢化和（或）部分氢化油脂，在营养

成分表中还应标示出反式脂肪（酸）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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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的营养标签包括三方面内容，接下来我们主要介绍营养标签中的第一个组

成——营养成分表。 

营养成分表的基本要素 

01 表头     

以“营养成分表”作为表头；必须 5个字都写哦，“分”不能写成“份”哦！ 

02 营养成分名称     

按GB 28050标准中表 1的名称和顺序标示能量和营养成分。 

03 含量     

指含量数值及表达单位；未规定营养素参考值的营养成分仅需标示含量。 

04 NRV%     

指能量或营养成分含量占相应营养素参考值（NRV）的百分比。 

05 方框     

营养成分表应以“方框表”的形式标示，并且与包装基线垂直（特殊情况除外）。 

 

营养成分表的标示要求 

01 项目栏     

A. 标示能量和营养成分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                                    第八期 （总第 148 期）                           
技术性贸易措施动态 

6 

B. 当标示其他营养成分时，应当采取适当形式使能量和核心营养素的标示更加

醒目。例如，增大字号，改变字体（斜体、加粗、加黑），改变颜色（字体或

背景颜色），改变对齐方式（其他营养素加破折号）等。 

C. 能量、核心营养素及其他营养成分需按照GB 28050表 1所列名称、顺序、

表达单位、修约间隔、“0”界限值等进行标示，表 1 中没有列出的但我国法律法

规允许强化的营养成分，应列在表 1所示营养成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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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含量栏     

A. 标注方式：每 100克（g）和（或）每 100毫升（ml）和（或）每份食品可

食部中的具体数值（标明每份食品的量）。 

B. 表达单位：按标准中表 1 第二列要求标示，可使用中文或括号中的英文表

达，或两者都用，但不能使用其他单位。 

C. 修约间隔和“0”界限值：按标准表 1第三、四列要求标示。 

D. 允许误差范围：符合标准中表 2 的相关规定，同时如果相应的产品标准中

对部分营养素含量有要求，应同时符合产品标准的要求。 

 
03  NRV栏    

A. NRV%根据下图公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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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百分位数进行数据表达，修约间隔为 1，如 1%、5%、16%等。 

C. 没有NRV的，方框表右边的“NRV%”以空白、斜线、横线等方式表达。 

#注意# 

1.既是营养强化剂又是食品添加剂的物质，如果仅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可不在营养

标签中标示。 

2.益生菌不属于营养标签中规定的营养成分，不应在营养标签的营养成分表中标示，

应按照GB 7718的要求客观的进行标示。 

3.食品含有非可食部分（如籽、坚果壳等），应首先计算可食部，在标示可食部中能

量和营养成分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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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营养标签的格式 

A. 仅标示能量和核心营养素 

 

B. 标注更多的营养成分 

核心营养素应采取适当形式使其醒目。 

 

C. 附有外文格式 

应使用中文。如果同时使用外文，其内容应当与中文相对应，外文字号不得大于中

文字号。 

 

D. 横排格式的营养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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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包装特点及标签形状，企业可以选用横排（水平）格式标示，营养成分从左到

右横向排开，可分成两列或两列以上的形式。 

 

E. 文字格式的营养标签 

包装总面积小于 100 平方厘米的食品，如进行营养成分标示，允许用非表格形式，

并可省略营养素参考值（NRV）的标示。根据包装特点，营养成分从左到右横向排

开，或者自上而下排开，但必须遵循GB 28050规定的能量和营养成分的标示名称、

顺序和表达单位。 

 

 

检查营养标签的合规性 

A. 确认是否为豁免强制标示营养标签的预包装食品。 

B.检查格式是否正确，能量及核心营养素是否齐全。 

C.核对营养成分的表示顺序和名称是否正确。 

D.核对营养成分含量的数值表达，如修约、表达单位、0值条件、NRV%等。 

E.能量及核心营养成分是否醒目。 

F.如有营养声称，是否标注了声称的成分，且其含量是否符合要求。 

G.如有营养成分功能声称，用语是否符合标准用语要求。 

关于营养声称和营养功能声称，详见GB 28050标准中附录C和附录D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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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海关发布微信公众号 

 

预警信息 

食品农产品 

欧盟修订环氟菌胺等 4 种物质的最大残留限量 

据欧盟官方公报消息，2019 年 9 月 17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条例（EU） 

2019/1559，修订环氟菌胺（cyflufenamid）、腈苯唑（Fenbuconazole）、氟

喹唑 （Fluquinconazole）和环磺酮（tembotrione）在一些产品中的最大残留

限量，并修订法规（EC） No 396/2005附件 II和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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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第二十天生效，从 2020年 4月 7日起实施。部分修订

限量如下： 

序号 农药 产品 修订限量（mg/kg） 

1 环氟菌胺 仁果类水果 0.06 

2 腈苯唑 葡萄 1.5 

3 氟喹唑 鳞茎类蔬菜 0.01 

4 环磺酮 食用牛和马内脏（除肝和肾外） 0.05 

来源：食品伙伴网     

 

英国法律将规定包装标签必须显示食物过敏原 

2019年 9月 5日，据英国食品标准局（FSA）发布通知，将出台一项食品

新法，规定英国食品企业必须保证预包装食品标签显示食物过敏原等完整的配

料信息。新法将于 2021年 10月生效。 

这项新法是在娜塔莎·埃德南·拉佩鲁斯（Natasha Ednan-LaPerouse）

不幸死亡后，全英国范围内协商的结果。2016年，这名少女因食用一种法式长

棍面包（Pret a Manger baguette ）发生过敏反应而死亡。该面包的包装标签

上并未显示过敏原信息。在征集意见阶段，70%的英国民众对此表示支持。英

国政府官员表示，新法的出台将会让标签信息与食物配料完全一致，使英国两

百万食物过敏患者在挑选食物时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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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必须标记的过敏原有 8 个：甲壳类动物，蛋，鱼，牛奶，花生，

大豆，坚果，小麦/谷物/麸质。欧盟是目前对于过敏原关注度最高的区域，除了

我国 8 个必须标记的过敏原以外，还包括芹菜，羽扇豆，软体动物，芥末，芝

麻，亚硫酸盐（浓度≥10mg/kg）。澳新的过敏原其中 12个与欧盟相同，不同

的是芹菜和芥末由蜂花粉/蜂胶和蜂王代替，澳新也是唯一一个将蜂蜜产品列为

过敏原的国家地区。美国、泰国、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国家的过敏原清单有 9个，

在我国的 8 个过敏原的基础上加上了亚硫酸盐，目前美国正在考虑将芝麻列入

该名单。 

来源：食品伙伴网  

 

白俄罗斯建议修订《食品标签的安全性》技术法规 

2019年 9月，白俄罗斯启动了关税同盟 TR CU 022/2011《食品标签部分

安全性》技术法规修正程序，该文件草案已发布在相关官网中供公众讨论，意

见截止日期为 10月 8日。 

修订案提议建立植物油相关标准以便消除在等级和类别等产品指标方面误

导消费者的可能性，从而减少含虚假信息的食品标签的数量，维护植物油市场

的流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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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还建议修改技术法规中有关食品生产中使用的植物油类别信息：目

前该技术法规允许用表示来源的食品类型名称（如植物油或动物脂肪等）来代

替具体食用油的品种名称。 

此外，为了保证 TR CU 022/2011的相关规定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修正

案还建议修订有关食品特性的营养标签要求，确定产品中各类营养素的理化指

标要求，及可能引起过敏反应且在某些疾病中禁忌使用的常见成分清单。 

白俄罗斯提交的技术法规修正案提案得到了俄罗斯农业部、油脂产品制造

商及消费者协会的支持。 

来源：食品伙伴网 

 

印度起草有关食品接触材料印刷油墨的标准草案 

2019 年 9 月化学观察网消息，印度标准局（BIS）已发布了食品包装用印

刷油墨的修订标准草案。该标准草案的公布，是对BIS于 2018年提议“禁止在

印刷油墨中使用甲苯和某些塑化剂”实施的支持。目前，“印度食品包装中所

用的印刷油墨几乎 80%都是甲苯类油墨，因为它价格低廉。” 

该标准草案包含印制食品包装的“操作规程”，建立了如何使用食品接触

包装和包装材料的指南，明确了包装材料印刷商和包装产品的食品行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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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涉及的食品接触用品包括外包装、与食品直接接触的包装材料、与食品

直接接触的印刷面材料以及纸碟、吸管、餐巾纸等其他用来包装或盛放食物的

一次性餐具。 

标准草案建议以下物质为“油墨配方排除物质”： 

· 以锑、镉、砷、铬（VI）、铅、汞和硒为基础成分的颜料和化合物； 

· 染料着色剂，如金胺（碱性黄 2）、柯衣定（碱性橙 2）、品红（碱性

紫 14）和引杜林（溶剂蓝 7）以及“能在体内分解为可生物利用的芳香胺，并

且被归类为 1类或 2类致癌物的偶氮染料”等； 

· 溶剂如苯、二氯苯、乙二醇单乙醚、乙二醇乙醚乙酸酯、甲醇、乙二

醇单甲醚、甲二醇乙醚乙酸酯、氯苯、2-硝基丙烷、甲苯、挥发性氯化烃类和挥

发性氟氯化烃等； 

· 增塑剂如氯化萘、氯化石蜡、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邻苯二甲

酸二异壬酯（DINP）、多氯联苯和磷酸三苯酚酯等； 

· 多种复合物，如石棉、溴化阻燃剂、二氨基芪及其衍生物、2,4-二甲基

-6-叔丁基苯酚、二恶英、六氯环己烷、亚硝胺、五氯酚及其盐类、多氯代二苯

并呋喃、4,4-四甲基二氨基二苯甲酮（米氏酮）、甲苯二异氰酸酯和氯乙烯单体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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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CFSA）正在起草一份涵盖直

接和间接接触食品材料的油墨印刷标准”，欧盟也在讨论出台一份关于印刷食

品接触材料的协调法规。 

来源：广东省WTO/TBT通报咨询研究中心 

 

日用消费品 

 美国纽约禁止销售婴儿床围  

  2019年 8月 13日，纽约州州长签署了S03788号参议院法案，禁止将任何婴

儿床围作为婴儿床的附件出售或作为单独的物品出售。法律还禁止儿童保育设施或

公共场所使用或在房屋内使用婴儿床围，除非医疗专业人员确定儿童使用它们在医

学上是必要的。该法案将于 2019年 10月 12日生效。  

  这些法律将婴儿床围定义为“非网状材料的垫或垫，其直接放置在婴儿床中的床

垫上方，沿着婴儿床的表面区域或沿着婴儿床的任何内侧的长度延伸，‘婴儿床围’不

包括网眼衬垫”。  

马里兰州和俄亥俄州，包括芝加哥市和新泽西州都有类似禁止出售婴儿床围的

禁令。 2019年 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制造商销售、销售、分销或

向美国进口任何婴儿床围。  

来源：tbtguide 

 

 

https://nyassembly.gov/leg/?default_fld=&leg_video=&bn=S03788&term=0&Summary=Y&Actions=Y&Tex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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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将强制执行LED灯能效标签 

  根据越南 2017年发布的第 04/2017/QD TTG号决定-符合最低能源性能标准

（MEPS）和能效符合性声明（EE DoC）的装置和电器清单，LED灯在获得能效符

合性声明后，遵守最低能效标准和监管能源标签方可进入越南市场。2020年 1月起

强制实施 LED灯能效标签。 

  1、适用法规 

  No.04/2017/QD-TTg 

  36/2016/TT-BCT 

  No. 4889/QĐ-BCT 

  TCVN 11843:2017 

  TCVN 11844:2017 

  在初期，只有E27和B22自镇流 LED灯泡和双头 LED灯管适用于MEPS和

EE DoC。其他产品于未来发布。 

  2、能效文件程序和要求 

  申请个人电脑显示器能效证书所需文件如下: 

  -越南能效符合声明表格 

  -能效测试报告(现时只接受本地报告) 

  -检测报告由国外实验室出具的，应提供检测实验室的证书和认证函。 

  -能源标签设计 

能效与可持续发展部将在两周内审核申请材料并颁发能效证书。证书持有人必须经

过DoC程序后才能使用越南能源标签。 

来源：曼瑞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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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标准更新之固定式及便携式插座 

  2019年9月10日，新加坡企业发展局Enterprise Singapore发布2019-08通告，

主要内容如下： 随着SS 145：Part2: 2018（13A插头和插座规范 - 第 2部分：13A

带开关和不带开关的插座）最新版的发布，带有下表中功能部件的固定式电源插座

和便携式插座，须根据SS 145 Part 2: 2018进行检测和CPS注册。 

序号 管控产品 
安全标准的

最低版本 

1 
固定式插座(mains socket-outlets)带 USB端口和/或能量监控装置的 3针

13A固定式插座 

SS 145 Part 

2: 2018 

2 
便携式插座（Portable Socket Outlet）带 USB端口和/或电子装置的 3针

便携式插座 

SS 145 Part 

2: 2018 

  针对注册（Registration）和续证（Renewal）的新申请， SS 145 Part 2: 2018

作为安全标准的最低版本生效日期如下： 

  1.带USB端口和/或能量监控装置的 3针 13A固定式插座：从通告发出之日立

即生效； 

  2.带USB端口和/或电子装置的（PSO）3针便携式插座：SS 145 Part2：1997

和 IEC 60950-1的安全标准仍可继续使用直至 2020年 9月 9日 。2020年 9月 10

日之后，SS 145 Part2：2018最新版将强制生效。在过渡期间，注册供应商亦可自

愿选择SS 145 Part2：2018尽早进行测试和完成注册。 

  SS 145 Part 2: 2018在技术上和旧版相比最主要有以下 2大变化： 

  1.新版本的 table 2中只保留 13A的额定，对应线径为 1.25或 1.5mm； 

  2.对于带USB等电子元器件的插座，新版增加了附录 I (Annex 1)的要求，对于

USB部分除了做 IEC 60950-1的测试，还需要做性能方面的测试BS EN 62680-1-1，

并且对于浪涌部分的测试也有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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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ntertek   

 

新加坡认证法规更新之电源适配器 

  法规更新摘要： 

  1. 从 2019年 6月 1日起，跟个人移动设备Personal Mobility Devices (PMDs) 

配套使用的AC适配器不能接受以下标准申请新加坡COC证书： 

  IEC 61558-2-6 applicable for electrical appliance 

  IEC 61558-2-16 applicable for electrical appliance 

  IEC 60335-2-29 applicable for battery chargers 

  2. 已签发的 3个标准且仍在有效期内的COC证书不受影响，可继续使用至失

效。3年证书到期时，证书持有人必须跟发证机构宣称AC适配器不是跟PMDS产

品配套使用，并且在COC证书上增加备注正确的终端信息才可进行续证，否则不允

许续证。 

  3. 供个人移动设备Personal Mobility Devices (PMDs) 配套使用的AC适配器

申请新加坡COC和注册时需满足以下 3个额外要求： 

  新加坡供应商提供声明宣称AC适配器是供个人移动设备Personal Mobility 

Devices (PMDs)配套使用。 

  新加坡供应商提供适配器产品有效的IEC60950-1或者IEC 62368-1测试报告。 

  新加坡供应商需要提供个人移动设备的UL2272测试报告作为支持文件，证明

该报告中所列适配器与声明中所宣称的适配器型号一致。 

来源：Intert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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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实施禁塑令 

  根据《2019年聚乙烯袋禁令条例》，巴基斯坦从 2019年 8月 14日开始在首都

伊斯兰堡推行禁塑令，成为全球地 128个推行禁止（或部分禁止）一次性塑料袋使

用的国家。该项禁令将全面禁止一次性聚乙烯塑料袋的制造、进口、销售、购买、

储存和使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部官员表示，该项禁令将逐步延伸到全国各省。 

来源：新华丝路 

 

美国CPSC修订婴儿摇椅强制性标准 

  2019年 9月 6日，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CPSC）发布了一项直接最终

规定，参照ASTM F2167-19修订现行的婴儿摇座强制性标准。本次修订主要按照

ASTM自愿性标准最新版本进行。该规定将于 2019年 12月 14日生效，除非CPSC

在 2019年 10月 7日之前收到大量反对言论。 

  婴儿摇椅的ASTM标准包括性能要求和测试方法，以及警告标签和说明文字的

要求，以解决产品可能对儿童造成的危害。ASTM F2167-19中包括产品警告标签内

容和可见性的修订要求，以及不改变标准实质要求的编辑修订。 

  具体来说，第 7.11.3.1节要求测试人员在产品中放置一个带有安全带的CAMI

假人，并验证在有假人遮挡的情况下，其要求的警告内容是否清晰，并且在假人躯

干的水平线之上可见。该标准还提供了一个演示此需求的图。此外，另有一个说明

注释警告位置要求只适用于英语警告的部分。 

  此外，ASTM F2167-19中的第 8.5.1.1节和第 8.5.2.1节与 2017年版本不同，

其要求在警告声明中增加一句话，表明标签必须说明解决关于跌倒危险和窒息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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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之前的标准——ASTM F2167-17，要求将“总是在使用时进行限制，调整

至舒适的状态。”加入声明作为警告。在修订后的标准中，这部分警告必须注明:“即

使婴儿睡着了，也要始终使用安全带，并调整至舒适的状态。”此修改后的措辞与

CFR第 161229部分要求的措辞相同。 

  CPSC声明ASTM F2167-19的修订使标准符合其在 16 CFR第 1229部分中更

严格的要求。因此，CPSC认为修订后的标准达到现行规例所提供的安全水平。 

来源：浙江省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信息服务平台 

 

化矿产品 

  欧洲化学品管理局提议将 18 种高关注物质加入授权清单  

2019年10月1日，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CHA）提议将18种高关注物质（SVHCs）

添加到REACH法规授权清单。如果物质加入到授权清单，只有在获得指定用途的

授权后，才能投放市场或使用。 

18种物质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序号 物质名称 特性 授权用途 

1 双酚 A 生殖毒性；内分泌干扰性 环氧树脂固化剂 

2 德克隆 高持久性、生物累积性物质 粘合剂和聚合物中的阻燃

剂 

3 1,3,4-噻二唑烷-2,5-二硫酮，甲醛和

4-基苯酚的支链和直链（RP-HP）的反

应产物[4+A2:G21-庚基苯酚，支链和

直链含量≥0.1％w/w] 

内分泌干扰性 润滑剂 

4 二正辛基-双(巯乙酸 2-乙基己酯)锡 生殖毒性 聚合物中的稳定剂 

5 二正辛基-双(巯乙酸 2-乙基己酯)锡 生殖毒性 聚合物中的稳定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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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三(2-乙基己基巯基乙酸)辛锡的反

应物料 

6 α,α-二[(二甲氨基)苯基]-4-甲氨

基苯甲醇 

致癌性 印刷油墨 

7 双(十八酸基)二氧代三铅 生殖毒性 PVC稳定剂 

8 C16-18-脂肪酸铅盐 生殖毒性 PVC稳定剂 

9 二碱式亚磷酸铅 生殖毒性 PVC稳定剂；橡胶生产；镜

子背衬 

10 亚硫酸铅（II） 生殖毒性 / 

11 二盐基邻苯二甲酸铅 生殖毒性 / 

12 碱式碳酸铅 生殖毒性 颜料 

13 碱式硫酸铅 生殖毒性 镜子背衬 

14 顺环己烷-1,2-二羧酸酐、六氢-1,3-

异苯并呋喃二酮、反-1,2-环己烷二羧

酸酐 

呼吸致敏性 环氧树脂固化剂 

15 甲基六氢苯酐、4-甲基六氢苯酐、甲

基六氢化邻苯二甲酸酐、3-甲基六氢

苯二甲酯酐 

呼吸致敏性 环氧树脂固化剂 

16 四乙基铅 生殖毒性 航空燃料添加剂 

17 乙二醇单甲醚 生殖毒性 溶剂 

18 乙二醇单乙醚 生殖毒性 溶剂 

来源：tbtguide 

 

德国产品安全委员会发布GS认证产品中多环芳烃（PAHs）含量限

制的新标准 

2019 年 9 月 15 日，德国产品安全委员会发布了 GS 认证中有关产品中多

环芳烃（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简称 PAHs）含量限制的新标准，

该标准（AfPS GS 2019:01 PAK (PAH)）将取代AfPS GS 2014:01 PAK (PAH)，

并于 2020年 7月 1日正式生效。多环芳烃（PAHs）是指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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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环的一类有机化合物，大多数多环芳烃具有致癌毒性，可存在于电子电器产

品的塑料和橡胶材料中。 

新标准更新要点： 

修订了管控类别中儿童产品和玩具的定义。 

删除了 Acenaphthylene，Acenaphthene 和 Fluorene3 项物质，管控物质

由 18项变成 15项。 

新标准对多环芳烃含量限制如下（mg/kg）： 

项目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 

意图放入口中的材

料或者长时间接触

皮肤（超过 30秒）

的 2009/48/EC定义

的玩具材料和3岁以

下儿童使用的产品 

除了类别 1之外，可预见的超过 30秒的皮肤接触（长期皮

肤接触）或者重复的短时间接触 

除了类别 1和 2

之外，可预见的

不超过 30秒的

皮肤接触（短期

皮肤接触） 

/ 
供 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产品（主动或

被动直接接触） 
其它产品 

供 14

岁以

下儿

童使

用的

产品

（主

动或

被动

直接

接触） 

其它产品 

苯并(a)芘 

(mg/kg) 
< 0.2 < 0.2 < 0.5 < 0.5 < 1 

苯并[E]芘

(mg/kg) 
< 0.2 < 0.2 < 0.5 < 0.5 < 1 

1,2-苯并[A] < 0.2 < 0.2 < 0.5 < 0.5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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蒽(mg/kg) 

苯并(B)荧蒽

(mg/kg) 
< 0.2 < 0.2 < 0.5 < 0.5 < 1 

苯并荧蒽

(mg/kg) 
< 0.2 < 0.2 < 0.5 < 0.5 < 1 

苯并(K)荧蒽

(mg/kg) 
< 0.2 < 0.2 < 0.5 < 0.5 < 1 

屈(mg/kg) < 0.2 < 0.2 < 0.5 < 0.5 < 1 

二苯蒽

(mg/kg) 
< 0.2 < 0.2 < 0.5 < 0.5 < 1 

苯并(G,H,I)

苝(mg/kg) 
< 0.2 < 0.2 < 0.5 < 0.5 < 1 

茚并

(1,2,3-CD)比

(mg/kg) 

< 0.2 < 0.2 < 0.5 < 0.5 < 1 

菲， 芘， 蒽， 

荧蒽(mg/kg) 

< 1 

 (总和) 

< 5 

(总和) 

< 10 

 (总和) 

<20 

 (总

和) 

< 50 

 (总

和) 

萘(mg/kg) < 1 < 2 < 10 

15种多环芳烃

总量(mg/kg) 
< 1 < 5 < 10 < 20 < 50 

  GS 是德国安全认证标志, 以德国产品安全法为依据，按照欧盟统一标准 EN 或

德国工业标准自愿性认证，是欧洲市场公认的德国安全认证标志。 

来源：Intertek  

 

ECHA将限制颗粒和覆盖物中的多环芳香烃 

2019 年 9 月 18 日，ECHA 欧盟委员会发布通知，将限制颗粒和覆盖物中

含有多环芳香烃。委员会将审议是否满足限制的条件，拟订一项限制措施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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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REACH限制物质清单(附件XVII)，并将其提交REACH委员会各成员国征

求意见。 

所有多环芳香烃均已被确定为致癌物质，该提案将 8 种多环芳香烃的总浓

度限制含量降低为 20mg/kg(按重量计算为 0.002%)，更接近个别多环芳香烃在

供应给公众的物品中的限值(REACH 限制清单第 50 项)。目前向公众供应的混

合物中多环芳香烃的浓度上限为每一种物质 100mg/kg或 1000mg/kg。 

该限制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多环芳香烃对接触(吸入和皮肤接触)颗粒和覆盖

物的人员的癌症风险，例如足球运动员，在球场或操场上玩耍的孩子，以及安

装和维护球场和这些物品的工人。 

被限制的八种多环芳香烃信息如下： 

名称 EC号 CAS号 

苯并[DEF]屈 200-028-5 50-32-8 

二苯并[A，H]蒽 200-181-8 53-70-3 

苯并[a]蒽 200-280-6 56-55-3 

屈 205-923-4 218-01-9 

苯并[d]荧蒽 205-910-3 205-82-3 

苯并[e]醋菲烯 205-911-9 205-99-2 

苯并[k]荧蒽 205-916-6 207-08-9 

苯并[e]芘 205-892-7 192-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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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希科检测   

 

美国EPA公布甲醛规定修订的最终规定 

2019 年 8 月 21 日，美国环保署（EPA）公布了对 2016 年 12 月 12 日甲

醛规定进行了技术修订的最终规定。该修订案将进一步促进美国环保署《有毒

物质控制法案（TSCA）》第六篇法规与加州大气资源委员会（CARB）的空气

传播有毒物质控制措施保持一致，以减少复合木制品的甲醛排放量，并对某些

规则条款进行解释。环保署在最终规定中解决了以下问题： 

·消除第三方认证机构（TPC）室和工厂质量控制室之间的年度相互关联

性； 

·允许 TPC实验室和工厂里相同尺寸或类似型号的间室等效性； 

·计算季度测试排放测试结果的平均值； 

·规定测试排放范围； 

·仅当工厂使用 TPC进行所有测试时才考虑等效性； 

·更新相关系数和“r”值选项； 

·更新关于质量控制限值超出率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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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不添加甲醛基胶黏剂（NAF）和超低甲醛树脂（ULEF）的豁免测试

要求； 

·更新 ISO 17025-2017和 ISO17011-2017的自愿性共识标准； 

·更新不符合批次规定的文本； 

·阐明合规产品在美国入境时要贴上标签。 

来源：广东省WTO/TBT通报咨询研究中心 

 

其他产品 

BIS安全核准计划—发布关于标签要求的新通知 

印度标准局(BIS)于 2019 年 9 月 6 日发布了 2018 年 8 月 13 日及 2018 年

9 月 3 日PCS 法规修订的有关BIS 标签要求的进一步通知，明确了标签要求。 

新的通知阐述了下列几点： 

1. 所有产品都必须在产品本身或/和其包装上应标明该信息。 

2. 即使这些信息已经在产品的电子标签上提供，产品和/或包装上须参考

BIS网站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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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任何打算集成或构建到主产品中的注册产品，在集成到主产品中之前，

也必须遵守此标志要求。 

来源：曼瑞检测   

 

美国加利福尼亚调整可回收玻璃中重金属限量  

2019 年 9 月 10 日，美国加利福尼亚通过投票，决定暂时提高可回收玻璃

中重金属的允许浓度。SB 232法案在州议会和参议院都获得通过，州长签字后，

铅、镉、汞和六价铬的允许总浓度将从 100 ppm增加到 200 ppm。 

加州参议院认为，这一增长是合理的，用于制造玻璃的回收材料中提取的

附带铅成分可能会抑制国内玻璃回收并减少回收玻璃容器的进口。调整后的限

制符合欧盟现行的允许水平。 

该法案将于 2024年 1月 1日前实施。 

来源：tbtguide 

 

出口科威特，瓷砖产品纳入KUCAS管控 

科威特工业部PAI (The Public Authority for Industry) 已于 2019年 7月全

面实施KWS GSO ISO 13006:2018的技术法规要求。同时，科威特工业部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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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将瓷砖产品列入科威特符合性安全体系 KUCAS (Kuwait Conformity 

Assurance Scheme) 的管控产品列表中。所有在管控列表中的产品，需要获得

TIR (Technical Inspection Reports)， 用以证明产品符合科威特的技术法规，才

能准许对应产品进入市场。 

科威特工业部将陶瓷砖列入管控产品列表，旨在提升科威特进口陶瓷砖质

量，规范其国内市场。 

获得KUCAS认证证书的基本流程为： 

1、填写KUCAS申请； 

2、产品通过GSO ISO 13006:2018要求的测试； 

3、获得技术评估报告； 

4、申请验货； 

5、验货完成后，取得认证证书用于清关。 

来源：中国技术性贸易措施网-自平台 

 

部分商品出口沙特需要在SABER平台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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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1月 1日起，汽配 、个人防护用品以及衣服服装出口沙特需要在

SABER平台发证，2019年 12月 1日起，纺织品出口沙特需要在SABER平台

发证，届时线下各个SASO授权机构颁发的SASO CoC将无法清关。 

来源：莱瑞测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压力容器出口俄罗斯需要申请 

欧亚经济联盟EAC合格证书 

2019 年 6 月 14 日，欧洲经济委员会第 96 号决定公布在欧亚经济委员会

(EAEC)的网站上，该委员会批准了对该条例标准的修改。TR TS 032 /2013"关

于在压力过大的情况下运行的设备的安全性"引入了标准清单的变更。对于部分

标准，建立了最终的适用期限。 

2020 年 1 月 1 日，俄罗斯 GOST 旧的标准将不再适用于钢铁，铸铁和其

他类型的压力容器。已采用新的抽样规则和测试程序。该技术法规包括 96项新

项目。GOST 证书将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失效，其标准适用于天然气和石油行

业的板式换热器。随着新标准的使用，现有列表将失去其相关性。  

来源：莱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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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A发布欧洲无人机通用法规 

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于 6 月 11 日在其官网上发布了欧洲无人机通用

法规，以确保欧洲范围内无人机操作和运营的安全可靠。该法规内容包括“议

会授权规章（欧盟）2019/945”（关于无人驾驶飞机系统和无人驾驶飞机系统

的第三国运营人）和“议会实施规章（欧盟）2019/947”（关于无人驾驶飞机

运行的规则和程序）。这些规章将与原有的法规一起，在保护欧盟公民的安全

和隐私的同时，使无人机在欧盟内自由飞行，并为欧盟内的无人机相关行业创

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EASA 执行董事帕特里克·科伊表示：“欧洲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完

整的一系列无人机相关法规的地区，这些法规将确保商用和消费级无人机在欧

盟内安全可靠的飞行和可持续的运营。这次发布的法规将促进无人机这一有前

途的行业的投资、创新和发展。” 

该通用法规将帮助商用和消费级无人机用户了解无人机使用的红线。同时，

它也确保了无人机在欧盟内能够跨国使用。一旦无人机用户在欧盟内某个国家

注册无人机并获得了飞行资质，他们就可以在欧盟所有成员国内使用。这意味

着无人机用户可以在穿越欧洲旅游或在欧洲进行无人机业务开发时跨国使用无

人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                                    第八期 （总第 148 期）                           
技术性贸易措施动态 

32 

新规包含了使用和技术方面的要求。一方面规定了无人机安全飞行必备的

能力，例如，新型无人机必须是可被单独识别的，使监管机构在必要时追踪特

定某架无人机，这将有效避免 2018 年盖特威克机场和希斯罗机场发生的事件。

另一方面，新规涵盖了无人机的每一种使用类型，从不需要事先授权的类型到

需要认证的飞机和运营商，以及小型遥控无人机的无人机驾驶员培训要求。这

些新规将代替欧盟各成员国各自目前使用的相关国家级规章。 

该新规虽然将在 7 月生效，但是为了使各欧盟成员国和相关运营商有充足

的时间准备和实施，在 1 年后才正式开始实施。在 2020 年 6 月之前， 无人机

用户还是需要在其居住地或主要使用地所处的欧盟成员国进行注册。 

EASA将很快发布相关的指导材料以及两个“典型场景”的建议案例，来帮

助无人机用户适应新规。在今年底前，EASA将向欧洲议会提交“U-space项目

管理规章”的提案，以实现复杂的具有高度自动化的无人机使用管理。 

“无人机高端会议”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本年度的会议将由 EASA 组织，

于 2019年 12月 5～6日在“阿姆斯特丹无人机周”期间召开。此次会议的主题

是“扩大无人机的使用”，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和行业专家将汇集一

堂，共同探讨欧洲无人机市场的发展。同时在此次会议上，EASA将给业界提供

一个对新规和即将出台的监管提案进行深入探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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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新规制定所采取的方法是将载人航空中实现的最高安全标准应用于无

人机。这些规则基于对运营风险的评估，并使无人机制造商和运营商在安全、

尊重隐私、环境、防噪声和安全这几方面的义务之间取得平衡。欧盟此次发布

的新规从今年 2 月就开始酝酿，一直到 6 月才得以公布。从新规的发布到一步

步实施，EASA还进行了一个到 2022年 6月的长期规划。 

来源：《中国航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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