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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资讯］

孟加拉纺织业投资空间巨大

由于国内和国际市场对孟加拉国纺织品需

求的上升，该国行业存在 5000 亿塔卡的投资空

间。目前，当地纺织企业向出口型针织行业提

供 85%的原材料，向机织行业提供 35%到 40%的

原材料。未来五年，孟当地纺织商能够满足

60%的机织面料需求，这将减少对进口的依赖，

尤其是对中国和印度的依赖。孟服装制造商每

年使用 120 亿米的面料，其中约 90 亿米的面料

从中国和印度进口。过去一年，孟企业家共投

资 689.6亿塔卡，建立了 19家纺纱厂、23家纺织

厂和 2家印染厂。

南方共同市场修改了纺织品和

服装的标签要求

南方共同市场最近发布了一项法规，修订

了目前纺织品和服装的区域标签要求。成员国

被要求在 6 月 15 日之前将这些新要求纳入各自

国家立法。

新法规与之前第 33/07号决议相比较没有太

大的变化，以下为一些需要关注的修订内容：

1. 当一种纤维重量的百分比小于 5%或两种

及两种以上纤维重量百分比小于 15%时，标签中

可作为“其他纤维”或“其他多种纤维”披露

（该阈值当前为 10%）；

2. 当纺织纱线被添加到由不同纱线制成的织

物中，从而成为该织物的组成部分时，标签中该

织物的纤维含量必须反映出该纱线的结合情况；

3. 与目前的 ISO 3758：2005标准相比，护理

标签必须参照 ISO 3758：2013标准；

4. 要求按照正确的顺序使用 ISO 3758：2013
标准中的护理符号，并符合相关条件；

5. 添加了弹性多酯和三聚氰胺作为通用纤维

显示在标签中。

乌兹别克斯坦大力推动纺织业出口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日前签署法

令，要求深化纺织工业改革，释放纺织业出口潜

力，使乌成为国际纺织品生产大国。

该法令要求乌政府在 3个月内制定和批准未

来纺织业加速发展的规划。根据法令，乌兹别克

斯坦将对所有国内生产的棉花进行再加工，并在

2025年前将纺织品出口额提高到每年 70亿美元。

乌兹别克斯坦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阿布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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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夫说，近年来乌政府为出口企业提供多项优惠

政策，包括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中小企业出口，以

及为私营企业提供出口信贷和保险等，这些措施

带动了乌纺织品出口快速增长。

乌纺织行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乌

共有 150多家合资纺织企业生产运营，投资者主

要来自土耳其、韩国、中国、德国、英国和俄罗

斯等。

乌兹别克斯坦盛产棉花，素有“白金之国”

美誉，是世界上主要棉花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

乌国家统计委员会数据显示，2018年乌出口纺织

品 16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41.4%，占该国出口总

额的 1 1.2%。

［政策导向］

《丝绸包》团体标准正式发布

2019年 1月 23日，中国丝绸协会 2019年第 1
号文批准发布了中国丝绸协会团体标委会成立后

的第一个团体标准——《丝绸包》。该标准由浙

江凯喜雅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吴江市鼎盛丝绸有

限公司、浙江丝绸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起草，于发

布之日起正式实施。

丝绸包是指采用桑蚕丝织物为主要面层材料

制成的包。丝绸包采用丝绸面料制作而成，产品

轻便、时尚，具有防水、防油、防污等特点，可

用作日常生活手提袋以及宴会服装搭配手拿包

等。近年来，在杭州G20峰会等国际重要会议丝

绸国礼的示范作用下，丝绸包在国内外市场持续

旺销，国内丝绸包的产量激增，但质量却确参差

不齐。企业生产缺乏合适的标准指导，对产品质

量的控制和评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丝绸包》

团体标准的正式发布，填补了行业标准空白，对

指导企业生产、规范贸易秩序，促进产品质量提

升和行业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产业预警］

加拿大考虑修订帐篷和玩具条例

加拿大卫生部正在征求公众意见，以便修订

目前帐篷的标签和易燃性要求并对“玩具条例”

作出相关修订，意见征集截止日期为 3月 23日。

“帐篷条例”目前适用于由织物或其他柔韧材料

制成的便携式住所，如野营帐篷、冰钓帐篷和帐

篷餐厅。儿童帐篷也受这些要求的限制，无论其

是否打算提供住所。这些要求不包括受加拿大国

家建筑规范约束的帐篷，以及檐篷、遮阳篷、防

水布、帐篷拖车和空中支撑结构。

加拿大当局表示，目前的帐篷标准是为解决

棉帆布帐篷的易燃性问题而制订的。然而，在今

天的市场上，大多数帐篷是由合成的重量较轻的

材料制成，如聚酯和尼龙，具有与棉帆布不同的

燃烧特性。因此，加拿大卫生部官员认为，现有

要求不太适合解决加拿大消费者目前使用帐篷的

易燃性风险。加拿大卫生部补充说，目前的条例

还可能妨碍行业开发和使用帐篷材料，这些材料

从风险角度来看可能被认为是安全的，但无法满

足目前的监管要求。

除其他外，这一修订将需要用 CAN/CGSB-
182.1中规定的要求取代目前的要求，CAN/CGSB-
182.1是加拿大通用标准委员会制定的一项新标

准，预计将于3月31日公布。条例的主要变化包括：

> 将帐篷条例的产品范围与CAN/CGSB-182.1
的产品范围统一起来，其中包括帐篷拖车，但不

包括仅供室内使用的帐篷；

> 提供一个更详细的帐篷定义，以更好地帮

助行业确定产品是否包含在范围之内；

> 为提高结果的一致性，并与最常用的实验

室设备保持一致，制定一种风化程序（荧光紫外

和冷凝程序，用水喷淋），而不是三种 （碳弧和

氙灯选项已被取消）；

> 对所有帐篷材料采用单一的可燃性试验方

法 （垂直试验），而不是对地面材料 （水平试

验） 和墙体/顶部材料 （垂直试验） 进行单独试

验，以简化试验，降低成本并支持产品创新；

> 增加从每个试验材料上切下的样本数量，

并将在三种试验条件下 （未经处理的 （如出售

的）、浸出后和风化后） 进行的垂直试验从 8个

增加到 10个（每个试验材料共 30个样本），以解

决结果的可变性；

> 引入各种性能要求，同时取消某些其他要求；

> 使用安全警示标志，以及保持出口清洁、

不在帐篷上涂抹异物和确保有足够通风的警告

说明；

> 要求儿童帐篷上的标签突出显示在产品的

外部。

作为此管理措施的一部分，加拿大卫生部还

将修订“玩具条例”，以继续规范儿童游戏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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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易燃性和防火标签，儿童游戏帐篷只供室内使

用。此外，该机构正在考虑根据“帐篷条例”禁

止或限制在帐篷中使用化学阻燃剂，并根据“玩

具条例”禁止或限制在游戏帐篷以及可能受可燃

性要求管制的其他玩具中使用，包括玩偶、毛绒

玩具和软玩具。加拿大卫生部表示，其产品安全

实验室使用一些常见帐篷材料进行的初步测试表

明，CAN/CGSB-182.1 提出的可燃性要求可能在

不使用阻燃剂的情况下得到满足。

欧盟将对进口纺织品全面实施NPE禁令

从相关渠道获悉，近日，欧盟通过了一项在

纺织品中禁用壬基酚聚氧乙烯醚 （NPE） 的禁

令。该禁令设定了 5年过渡期，期满后若纺织品

NPE的含量超过 0.01%（即 100mg/kg），则不允许

进入欧盟市场。业界人士认为，此禁令将对纺织

企业带来深远影响。

NPE广泛应用于纺织行业

据了解，NPE是工业洗涤和清洁产品洗涤剂

中的常用表面活性剂成分，在纺织行业中应用广

泛，并残留于纺织纤维之中。服装中的NPE残留

不会直接威胁到人体健康，但是NPE可随着水洗

过程进入环境。NPE在水中极易分解出壬基苯酚

（NP）等成分，而NP是一种公认的环境激素，它

能模拟雌激素干扰生物的性发育和内分泌，从而

影响动物繁育，即便浓度很低也极具危害。有研

究称，NP能够通过食物链不断蓄积，最终引起

人类性早熟以及生殖质量下降等问题。

为此，国际环保组织曾在 2011年针对纺织品

NPE残留状况进行调查并于当年 8月发布公开报

告，称有三分之二的服装含有NPE，其中包括许

多世界知名品牌。当前，禁用NPE已经引起广泛

重视，不少知名服装企业也开始着手制订消除有

害化学品的计划。

据了解，此次欧盟禁令实际上是 2018年 4月

16日欧盟以环境保护为由，通过WTO网站向成员

国发布的G/TBT/N/EU/280号通报中所指的REACH
法规修订草案。根据草案，除了已经经过多次水洗

的二手商品或回收利用的纺织品可豁免该规定外，

欧盟将对进口纺织品全面实施NPE禁令。

禁用NPE已成共识

业界人士指出，在全球对消费品“安全、卫

生、环保”的要求下，世界各国都在对NPE加强

管控，欧盟此次通过的最新禁令是 2013年瑞典提

出的，受到了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科学家的大力支

持。虽然 NPE 危害已达成共识，但现阶段禁用

NPE仍将给纺织业的发展带来巨大冲击。欧盟发

布禁令公告后，已有当地企业向欧盟当局提出抗

议，表示 NPE在供应链中用途广泛，很难遵守。

而我国纺织产业的技术水平客观上与欧盟仍存在

一定差距，即便新规提供了 5年的过渡期，我们

的出口企业的应对之路仍然任重道远。

业界人士建议纺织企业，首先，要及时关注

安全卫生环保的法规动态。欧盟、美国等发达国

家近年来对消费品中的有害化学物质管控不断加

强，企业对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美国环保署等机

构的科研动态应及时关注，掌握先机。其次，要

强化社会责任。从长远看，消除消费品中对环境

有害的物质是企业不容回避的社会责任，企业应

改进生产工艺，减少有害排放，加快转型升级。

再次，要严把产品检测关，对于限于技术因素而

暂时无法彻底避免的有害物质残留，企业应格检

测，确保产品质量符合国内外法规标准的要求，

避免被国外通报或退运，从而造成经济损失。

新标准出台纺织品出口面临挑战

纺织品是宁波市重要出口产业。据宁波海关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宁波市出口纺织服装

及纱线 903.6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在市

场需求回暖的背景下，纺织品出口国际市场依然

面临很大考验。

1 月 2 日，国际环保纺织协会发布 2019 版

STANDARD100 生态环保纺织产品认证标准，新

版标准使我国纺织品出口面临挑战。

据了解，STANDARD 100生态环保纺织产品

认证标准是目前全球纺织行业公认的权威生态纺

织标准，欧美许多优质采购商都将 Oeko-Tex
Standard 100标准作为产品采购的技术依据。

据宁波海关有关专家介绍，新版生态纺织品

标准，一方面将涉及苯、喹啉、铵盐、金属钡和

硒、草甘膦在内的多种备受关注物质新纳入监测

范围。另一方面，对包括邻苯二甲酸酯 （增塑

剂）、全氟和多氟化合物进行了更严格的限量值

规定。

近年来，国际市场对出口纺织品中残留物的

要求越来越严格，新版生态纺织品标准出台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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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纺织品出口企业生产工艺、质量监管都提出了

新的要求。

据了解，新版生态纺织品标准将在 3个月的

过渡期后，于 2019年 4月 1日正式生效，宁波海

关呼吁出口纺织品企业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在产

品的整个生产链中，要及时关注并掌握国内外技

术法规和标准，严格按照相应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进行生产和自查；同时，加强对潜在有害物质的

控制，委托有资质的实验室进行检测，确保产品

所含成分严格合乎限量值标准。

［反倾销案例］

秘鲁对华府绸织物启动反倾销立案调查

2019年 2月 15日，秘鲁国家竞争和知识产权

保护局倾销、补贴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委员会在

官方日报《秘鲁人报》（El Peruano）发布第 012-
2019/CDB-INDECOPI 号决议，应秘鲁公司 Tecno⁃
logía Textil S.A.和 ConsorcioLaParcela S.A.于 2018年

9月 28日提交的申请，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府绸

织物 （西语： tejidostipopopelina） 发起反倾销立

案调查。涉案产品为幅宽小于 1.8米，单位克重在

90 克/平方米至 200 克/平方米之间的塔夫绸型、

白色或染色涤棉原布。决议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本

案倾销调查期为 2018年 1月至 12月，损害及因果

关系调查期为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

［召回案例］

美国对中国产幼童靴子实施召回

2019 年 2 月 12 日，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

（CPSC）宣布对中国产幼童靴子实施召回。

此次召回产品为Cat & Jack “Chiara”的幼童

靴子。靴子为独角兽造型，白色带银色闪光，白

色拉链和人造毛皮里衬，独角兽的角和内耳为带

闪银色，睫毛和鼻子为灰色缝合，独角兽底部有

粉色、紫色、蓝色的人造皮毛，靴子背面及侧面

有多色条纹。型号印于靴子底部内标签处。涉及

召回产品的型号为 TARGET0930156XX。具体召

回产品信息如下：

该靴子上的独角兽会脱落，有造成儿童窒息

的风险。

此次召回的产品于 2018年 10月-2018年 11月

在 Target 的 实 体 店 和 网 店 ， 以 及 通 过 Google

Express销售，售出约33，600个，售价约为27美元。

截至目前，收到 4起独角兽脱落的报告，未

有人员伤亡报告。

CPSC 建议立即停止使用该产品，并将其退

回至TargetStore以获得全额退款。

更多详情参见：https：//www.cpsc.gov/Recalls/
2019/Target- Recalls- Toddler- Boots- Due- to- Chok⁃
ing-Hazard

美国对中国产折叠沙发床垫实施召回

2019 年 2 月 14 日，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

（CPSC） 宣布对中国宁波产折叠沙发床垫实施

召回。

此次召回产品为 LUCID折叠沙发床，深浅灰

双色，包括双人、单人、大尺寸等多款。白色标签

上印有“Made For：CVB INC， 1525 W 2960 S，
LOGAN，UT 84321”。

该产品不符合联邦强制性床垫可燃性标准，

有造成火灾的隐患。

此次召回的产品于 2015年 9月-2018年 6月在

亚马逊、沃尔玛等网站上销售，售出约 86000个，

售价约为 130美元。

截至目前，尚未有事故和人员伤亡报告。

CPSC 建议立即停止使用该产品，并联系

LUCID以免费获得一个衬垫，将衬垫覆于床垫上

可使产品符合联邦标准。

更多详情参见：https：//www.cpsc.gov/Recalls/
2019/CVB-Recalls-LUCID-Folding-Mattress-Sofas-
Due- to-Violation- of- Federal-Mattress- Flammabili⁃
ty-Standard#

产品号

093-01-5653
093-01-5654
093-01-5655
093-01-5656
093-01-5657
093-01-5658
093-01-5659
093-01-5660
093-01-5661
093-01-5662

产品名

Cat & Jack "Chiara" Boots Size 5
Cat & Jack "Chiara" Boots Size 6
Cat & Jack "Chiara" Boots Size 7
Cat & Jack "Chiara" Boots Size 8
Cat & Jack "Chiara" Boots Size 9
Cat & Jack "Chiara" Boots Size 10
Cat & Jack "Chiara" Boots Size 11
Cat & Jack "Chiara" Boots Size 12
Cat & Jack "Chiara" Boots Size 13
Cat & Jack "Chiara" Boots Siz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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