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盟 

2021 年 3 月 24 日，欧盟执法论坛商定了该论坛的第 10 次执法项目（REF-10）将以抽检消费品 POPs 法规、 REACH

法规、玩具安全和 RoHS 指令的合规性为重点。其中 POPs 法规着重于限制物质的抽查，而 REACH 法规除抽检 REACH 附

件 XVII 的限制物质外，还将检查物品中 SVHC 的信息传递情况。同时，为了促进各环保法规的综合实施，该项目还将使检

查人员能够与负责执行玩具安全和 RoHS 指令要求的当局合作，此举可作为该执法项目的补充。REACH 和 POPs 抽检的限

制清单仍在制定中，但该公告列举了部分将重点抽检的项目，具体如下： 

REACH 附件 XVII： 

第 66 条-热敏纸中的双酚 A， 

第 70 条-可水洗化妆品中的八甲基环四硅氧烷（D4）和十甲基环五硅氧烷（D5）， 

第 72 条-纺织品中限制的 33 项 CMR 物质。 

REACH-SVHC：审查供应链中传递物品中高度关注物质信息的情况。 

POPs：防水纺织品或滑雪蜡中的全氟辛酸（PFOA）和软塑料制品中的短链氯化石蜡（SCCP）。 

REF-10 项目将于 2021 年编制完成，2022 开始抽查，并于 2023 年发布抽查报告。因该项目仍在编制中，相信最终的

抽查项目范围将会远超前文所列举的项目。回顾以往，欧盟分别于 2019 年对 REACH-SVHC 的信息传递义务和 2020 年对

REACH 附件 XVII 限制物质的合规性进行了联合执法行动，而此次 REF-10 项目对 REACH 执法要求和前两年如出一辙，这

说明未来 REACH 法规符合性抽查将成为常态化。而 POPs 法规是一部容易被忽视的环保法规，此次执法项目增加了 POPs

法规符合性的抽检为我们国内企业敲响警钟，未来我们需要更加重视自身产品 POPs 合规性，从而保证产品可在欧盟市场畅

通无阻。 

美国 

2021 年 3 月 10 日，美国海关与边防总署（CBP）在其货运系统消息服务（CSMS）平台发布通知称：从 2021 年 03

月 22 日开始，美国 CPSC 将对航空、卡车或海洋运输方式进入美国的货物进行严格审查。 

受 CPSC 监管的产品可大致分为两类：1、儿童产品，如艺术套装、玩具、安抚奶嘴、摇铃、书包、婴儿床、婴儿背带、

婴儿浴盆等。2、非儿童产品，如建筑玻璃材料、火柴盒、自行车头盔、割草机、泳池滑梯、点烟器、多功能打火机、成人

服装等。 

中、美、欧纷纷公布消费品环保执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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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显示受 CPSC 监管的海陆空运方式进入美国的货物都将被审查，HCT 建议相关企业提前准备好相关资料，如 CPC

证书、GCC 证书等，以保证货物快速顺利通关。 

中国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

经综合分析研判产品质量安全形势，充分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建议，2021 年 03 月 29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2021

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抽查计划共包括 137 种产品，其中，电子电器产品 36 种，农业生产资料 6 种，建筑和装

饰装修材料 19 种，电工及材料产品 7 种，机械及安防产品 23 种，日用及纺织品 20 种，耐用消费品 14 种，食品相关产品

12 种。 



 

 

抽查目录 

序号 大类 小类 往年常见不合格项 

1 电子电器 

家用电器（20 种）：房间空气调节器、电冰箱、家用电动

洗衣机、储水式电热水器、室内加热器、吸油烟机、厨房机

械、洗碗机、电磁灶、电热水壶、电烤箱及烘烤器具、电热

毯、除湿机、食具消毒柜、皮肤及毛发护理器具、按摩器具、

织物蒸汽机、空气净化器、加湿器、电热暖手器 
标签测试、稳定性测试、电源线、耐压测

试、接地电阻测试、产品结构检查、灼热

丝针焰测试 

电子产品（13 种）：电源适配器、有源音箱、彩色电视机、

液晶显示器、行车记录仪、移动电源、微型计算机、笔记本

电脑、扫描仪、服务器、路由器、美容仪、老年手机 

照明光源及灯具（3 种）：固定式通用灯具、LED 控制装置、

自镇流 LED 灯 

2 
农业生产

资料 

化肥（2 种）：复混肥料、磷肥 总氮、有效五氧化二磷、氧化钾、总养分、

接地装置、规定点效率、规定点流量、扬

程、汽蚀余量 

农业机械（2 种）：泵、稻麦联合收割机 

农用塑料制品（2 种）：滴灌带、农用薄膜 

3 

建筑和装

饰装修材

料 

建筑材料（5 种）：热轧带肋钢筋、铝合金建筑型材、建筑

防水卷材、新型墙体材料（砖和砌块）、水泥 

氯离子、水溶性铬（Ⅵ）、三氧化硫,强

度、热老化、可溶物含量、接缝剥离强度、

低温柔性 

装饰装修材料（14 种）：智能坐便器、陶瓷坐便器、陶瓷

片密封水嘴、陶瓷砖、淋浴用花洒、家用不锈钢水槽、卫浴

家具、硬聚氯乙烯（PVC-U）管材、非接触式水嘴、采暖

用散热器、溶剂型木器涂料、中密度纤维板、刨花板、防火

门 

4 电工及材 低压电器和电器附件（4 种）：延长线插座（带电源适配器）、 脱扣极限和特性、额定运行短路分断能



 

料产品 家用和类似用途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

电流保护断路器、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力、脉冲性能/耐脉冲性能、最小爆破压

力、软管组合件的泄漏、验证压力、低温

曲挠性能 金属类材料（2 种）：砂轮、钢丝绳 

其他电工产品（1 种）：电线电缆 

5 
机械及安

防产品 

车辆相关产品（10 种）：汽车用制动器衬片、汽车轮胎、

制动软管、汽车安全带、机动车外部照明及光信号装置、摩

托车乘员头盔、机动车辆制动液、发动机润滑油、车用尿素

水溶液、车用汽油清净剂 
摩擦性能、制动片周向位移、黏结质量、

黏结剪切强度、金属零部件盐雾试验、整

体静态负荷、整体滑落、整体动态负荷、

零部件静态负荷、零部件动态负荷 

防爆电气（3 种）：防爆灯具、防爆电机、防爆电器 

劳保用品（4 种）：非医用口罩、安全带、安全网、安全帽 

安全技术防范产品（6 种）：锁具、电子锁、危险化学品包

装物（金属桶、罐）、危险化学品包装物（钢桶）、危险化

学品包装物（气雾剂包装）、人民币鉴别仪 

6 
日用及纺

织品 

儿童学生用品（8 种）：玩具、童鞋、儿童及婴幼儿服装、

童车、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运动头盔、学生文具、

儿童家具 物理机械性能、pH 值、色牢度、纤维含

量、甲醛含量、重金属总量、邻苯二甲酸

酯含量、振荡冲击性能、跌落性能 

纺织品（8 种）：休闲服装、衬衫、床上用品、皮革服装、

女式内衣、睡衣居家服、羽绒服装、羽绒被 

箱包鞋类（3 种）：旅行箱包、皮鞋、运动鞋 

烟花爆竹（1 种） 

7 
耐用消费

品 

家用燃气用具（3 种）：家用燃气灶、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

燃气采暖热水炉 

物理机械性能、甲醛释放量、理化性能要

求、力学性能要求、片间距离偏差、镜腿

长度偏差、抗拉性能、抗汗腐蚀、可见光

透射比τV、引燃时间、结构与材质、引

火线牢固性、引火线、计数类产品计量误

差、计数类产品烧成率、燃放缺陷、销售

包装标志、运输包装标志、药量、运输包

装和主体稳定性、水封深度、便器用水量、

洗净功能 

家具（3 种）：木制家具、沙发、棕纤维弹性床垫 

眼镜产品（4 种）：眼镜镜片、眼镜架、太阳镜、老视成镜 

其他耐用消费品（5 种）：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平衡车、

座便椅 

8 
食品相关

产品 

复合膜袋、非复合膜袋、密胺塑料餐具、塑料一次性餐饮具、

婴幼儿用塑料奶瓶、纸杯、食品接触用纸容器、压力锅、工

业和商用电热食品加工设备、工业和商用电动食品加工设

备、餐具洗涤剂、一次性竹木筷 

耐污染性、边渗透、感官指标、杯身挺度

和渗漏性能、抗压强度、渗漏性能、耐温

试验、快速泄漏试验、抗冲击、内表面耐

水性（内表面耐水侵蚀性） 

 



 

疫情之下，出口萎缩，内需市场至关重要。市场监管总局每年一次的国抽是对企业产品质量的大考，各生产企业应当高

度重视，密切关注，确保产品的符合性。 

HCT 拥有专业的技术团队和丰富的有害物质管控经验，能为企业提供专业的咨询和测试服务，助您提升产品质量，应

对各类抽检。 

 

 

 

 

 

 

 

 

 

 

 

 

 

 

 

 

 

如欲咨询 请联系： 

深圳市虹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网址: http://www.hct-test.com/ 

服 务 热 线: 400-0066-989 

总机: 0755-84616666 

邮箱: service@hct-test.com 

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新生社区莱茵路 30-9号 

 

声明： 

本刊物仅具有教育性，并不可以取代任何法律要求或适用规则。本刊物所包含的信息将不再更改，HCT 

不保证本刊物所包含的内容没有任何错误或能够满足任何特定的性能或质量标准。如无 HCT 预先同

意，请勿引用或涉及本刊物所包含的信息。本文本信息为 HCT 出版物，资料所提供技术信息并不应

视为对所涉及的题目的详尽论述。为保证信息真实性，请参考官方发布的法规及补充文件原文。 

http://www.hct-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