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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工作动态】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委）发布一批重要国家标准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委）发布 197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消费品、信息技术、交

通运输、装备制造、农业农村等诸多领域。

消费品领域《家具中有害物质放射性的测定》国家标准，规定了家具中放射性物质的测

试方法，引导家具生产企业重视家具中放射性有害物质的危害，提高环保安全意识。新修订

的《家用和类似用途热泵热水器》国家标准，结合消费者对热泵热水器产品在节能、可靠性、

噪声等方面不断提升的关注度，规范热泵热水器产品，推动产业升级。

信息技术领域，《信息技术大数据政务数据开放共享》等 3项国家标准，完善了政务数

据开放共享标准体系，可以支撑政府部门实施政务数据开放共享工程。《盲用数字出版格式》

国家标准，能够推动盲用数字出版技术与行业的标准化发展，帮助消除视力残疾人的数字阅

读障碍。

交通运输领域，新修订的《机动车出厂合格证》国家标准，更加系统地规定了机动车出

厂合格证的样式、项目内容和管理要求，将为机动车生产、注册登记等监管工作提供技术支

持。《电动汽车无线充电系统》系列国家标准，完善了电动汽车无线充电标准体系，对系统

性能、安全及功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测试方法，对我国电动汽车无线充电产业化发展具有

里程碑意义。

装备制造领域，《建筑外门窗保温性能检测方法》国家标准，明确了门窗保温性能以“传

热系数”作为评价指标，将为我国建筑门窗节能性能评估和节能验收提供标准支撑。

卫生防治领域，《卫生杀虫药剂安全使用准则灭幼剂类》国家标准，对于完善卫生有害

生物防制标准体系、规范灭幼剂类卫生杀虫剂的安全使用、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和环境等具有

重要意义。

（来源：本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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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标准动态】

首个冷链物流国际标准发布

2020 年 5 月 28 日 ， 国 际 标 准 化 组 织 正 式 发 布 ISO 23412:2020 Indirect,

temperature-controlled refrigerated delivery services- Land transport of parcels with intermediate

transfer（《间接温控冷藏配送服务: 具有中间转移的冷藏包裹陆上运输》）国际标准。该准

规定了冷藏配送服务企业服务、运营以及资源、操作、通信等方面的要求，适用于接收包裹

至配送包裹的全过程，目的是帮助消费者在选择温控冷藏运输服务时做出更为明智的选择，

通过标准化手段增强消费者对冷藏配送服务的信任度。

此项标准由 ISO/PC315项目委员会牵头制定，ISO/PC315成立 2018年 1月，秘书处设

在日本工业标准调查会，其目的是打造温控冷藏配送服务的 ISO国际标准。2018年 5月中

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成为 ISO/PC315国内技术对口单位。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中物联冷

链委代表中国多次参加研讨，分享中国冷链物流现状，对标准提出建设性意见。

（来源：中物联冷链委）

《药品冷链物流运作规范》国家标准向社会征求意见

由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的国家标准《药品冷链物流运作规范》经起草

单位调研、起草、研讨和修改完善后，现已形成征求意见稿。按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有

关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药品冷链物流运作规范》（GB/T 28842-2012）本标准规定了冷藏药品物流过程中的

基本要求，收货、验收，贮存、养护，发货，运输，温度监测和控制，贮存、运输的设施设

备，人员配备等方面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冷藏药品在生产与流通过程中的物流运作管理。

详情请登录 http://www.chinawuliu.com.cn/lhhzq/202005/12/503178.shtml查阅。

（来源：本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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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推荐性物流行业标准发布

2020年 5月 1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 2020年第 3号公告，批准发布《汽车

成套零部件出口包装和集装箱装箱作业规范》等 5项推荐性物流行业标准。标准于 2020年

6月 1日开始实施。

1.《汽车成套零部件出口包装和集装箱装箱作业规范》（WB/T 1101-2020）该标准规定

了汽车成套散件中的总装零部件包装作业标准，适用于汽车发动机带变速器总成包装作业标

准、汽车前悬总成、后悬总成包装操作标准等。汽车散件中的焊装零部件包装操作标准，适

用于汽车车身总成包装操作标准、汽车前车门包装操作标准、汽车侧围、后围总成包装操作

标准、汽车货箱总成操作标准等。

2.《汽车售后服务备件仓储作业规范》（WB/T 1102-2020）该标准规定了通过调研一汽

集团体系内合资及自主品牌备品仓储作业流程，目标建立通用型备品仓储服务规范，适用于

备品物流仓储作业环节的操作标准，包括入出、出库、仓储等备品物流作业环节，并和物流

管理信息系统紧密结合，实现了物流和商流统一的闭环管理。规范主要包括设备设施及人员

要求、备件入库规范、商品化包装的规范、备件仓储规范、备件盘点规范、备件出库规范、

信息系统模块管理及应用操作、物流服务评价指标等方面。

3.《道路运输医药产品冷藏车功能配置要求》（WB/T 1103-2020）该标准规范规定了医

药冷藏车的分类、要求、产品标识、功能选用。本标准适用于道路运输医药冷藏车。

4.《食品冷链末端配送作业规范》（WB/T 1104-2020）该标准规定了生鲜宅配的基本要

求、作业流程以及质量评价考核等。本标准适用于生鲜宅配作业管理。

5.《废旧动力蓄电池金属物流箱技术要求》（WB/T 1105-2020）该标准规定了保证废旧

动力蓄电池在物流中的安全、环保；保证包装材料的节约和有效利用，避免了一次性包装和

内材的使用；提高包装效率、运输效率、仓储效率和搬运效率；保证废旧动力蓄电池在运输

中的碰撞、电解液的泄露、漏电等问题；保证钢箱质量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涉及的主要技术

内容包括钢箱的规格、结构（包括构成和结构图）、技术要求（包括变形率、堆码性能、抗

冲击能力、箱底承重能力、适用的温度范围等）、标志标识，以及使用要求（包括钢箱的拆

装要求、叉运要求，以及应急情况与措施）。该标准适用于以焊接法生产的用于包装废旧动

力蓄电池的物流箱。

详情请登录：http://chinawuliu.com.cn/lhhzq/202005/19/504211.shtml

（来源：本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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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力混凝土管桩物流服务规范》行业标准审查会召开

2020年 5月 26日，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北京以视频会议的方式主持召开了《预

应力混凝土管桩物流服务规范》（项目编号：303-2019-007）行业标准审查会。审查组由来

自行业协会、标准化组织、大专院校、企业的十一名专家组成。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崔忠付出席并主持会议。审查组在听取

了标准起草小组对标准编制情况的介绍后，对标准（送审稿）进行了逐条审查，一致同意通

过标准的审查。

《预应力混凝土管桩物流服务规范》提出了预应力混凝土管桩物流服务的基本要求，装

载、仓储、运输与配送等要求，以及服务质量的主要评价指标，适用于管桩物流的服务与管

理。标准的制定对于增强管桩物流服务的规范性和安全性、提高管桩物流服务水平，促进行

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下一步标准起草组将根据审查会上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对标准

送审稿中的有关内容做出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形成报批稿报批。

（来源：本刊编辑）

两项数字化仓库行业标准研讨会召开

2020年 4月 29日下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物联网技术与应用专业委员会在北京以

视频会议的方式召开《数字化仓库基本要求》（项目编号：303-2019-004）、《数字化仓库

评估规范》（项目编号：303-2019-005）行业标准研讨会，此次研讨会邀请了几十位行业知

名专家、学者、行业领先企业代表共同参与研讨。

传统仓储管理存在着功能单一、信息化不足、物流设备的标准化程度低的缺陷，货物分

拣、出入库记录、均要提供大量的人力来完成，容易出现人为失误。现代化的物流管理不仅

要求仓储具有储存的功能，同时仓储要与运输、物流信息、物流作业等形成一个整体。帮助

更多的仓储企业达成数字化仓库打造工作，更高效的仓储运行与效用，让仓储企业“会转、

能转、敢转”。通过“价值赋能”“技术赋能”使得仓储企业的数字化标准化仓库的打造更

加清楚，通过打造数字化仓库来实现企业转型升级。

（来源：本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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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物流从业人员能力要求》团体标准向社会征求意见

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医药物流分会提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归口的《医药物流从业人员能力要求》团体标准经起草单位调研、起草、研讨和修改完善后，

现已形成征求意见稿。按照《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团体标准制修订管理办法》有关规定，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医药物流从业人员能力要求》（2019-TB-006）该标准规定了医药物流从业人员的能

力要求等级划分、主要职责及职业能力要求。适用于医药物流从业人员的考核与评估，医药

物流从业人员的聘用、教育和职业培训可参照使用。

详情请登录 http://www.cpl.org.cn/articles/77993查阅。

（来源：本刊编辑）

团体标准宣贯及评估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

2020年 5月 13日，团体标准宣贯及评估工作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会议由中国物流与

采购联合会物流企业评估工作办公室主任杨国栋主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崔忠付出席会议并讲话。参加发布会的还有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

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物流信息服务平台分会秘书长晏庆华、中

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供应链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书成等。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为加快推动和完善我国物流和供应链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推出了

《商品现货电子交易市场等级划分与评估指标》、《供应链服务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网

络货运平台服务能力评估指标》三项团体标准，并正式按标准进行评估，这是中物联自 2005

年开展 A级物流企业评估工作的拓展和延伸。

崔忠付表示，要加强三项团体标准宣传贯彻力度，引导众多企业按三项团体标准要求对

标，并积极申报参与评估工作。努力使评估工作成为企业提档升级的重要驱动力。通过评估，

培育和挖掘一批行业内各领域的龙头企业。

会上，杨国栋就三项团体标准评估工作依托的工作基础、受众范围、流程、申报方式等

作了简要介绍。并对三项团体标准未来工作计划做了说明。周旭、晏庆华、王书成分别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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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工作的目的、意义、市场推广、发展前景等分别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来源：本刊编辑）

【相关标准动态】

三项电动汽车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

2020年 5月 1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 GB 18384-2020《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GB 38032-2020《电动客车安全要求》和 GB 38031-2020《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三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下称“三项强标”）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批准发布，将于 2021年 1月 1日起开始实施。

电动汽车安全是消费者关注的焦点，也是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为落实《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等要求，结合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际和技术进步需要，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16年启动电

动汽车安全三项强标制定工作。三项强标以我国原有推荐性国家标准为基础，与我国牵头制

定的联合国电动汽车安全全球技术法规（UN GTR 20）全面接轨，进一步提高和优化了对电

动汽车整车和动力电池产品的安全技术要求。其中：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主要规定了电动汽车的电气安全和功能安全要求，增加了电池系

统热事件报警信号要求，能够第一时间给驾乘人员安全提醒；强化了整车防水、绝缘电阻及

监控要求，以降低车辆在正常使用、涉水等情况下的安全风险；优化了绝缘电阻、电容耦合

等试验方法，以提高试验检测精度，保障整车高压电安全。

《电动客车安全要求》针对电动客车载客人数多、电池容量大、驱动功率高等特点，

在《电动汽车安全要求》标准基础上，对电动客车电池仓部位碰撞、充电系统、整车防水试

验条件及要求等提出了更为严格的安全要求，增加了高压部件阻燃要求和电池系统最小管理

单元热失控考核要求，进一步提升电动客车火灾事故风险防范能力。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在优化电池单体、模组安全要求的同时，重点强化

了电池系统热安全、机械安全、电气安全以及功能安全要求，试验项目涵盖系统热扩散、外

部火烧、机械冲击、模拟碰撞、湿热循环、振动泡水、外部短路、过温过充等。特别是标准

增加了电池系统热扩散试验，要求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后，电池系统在 5分钟内不起火不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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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为乘员预留安全逃生时间。

三项强标是我国电动汽车领域首批强制性国家标准，综合我国电动汽车产业的技术创新

成果与经验总结，与国际标准法规进行了充分协调，对提升新能源汽车安全水平、保障产业

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港口件杂货物装卸作业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

向社会征求意见

2020年 5月 19日，由交通运输部组织编制的《港口件杂货物装卸作业安全技术要求》

强制性国家标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计划编号：20174018-Q-348。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

2020年 7月 20日。

《港口件杂货物装卸作业安全技术要求》规定了港口件杂货物装卸作业的基本要求，装

卸船舶、装卸火车及汽车、水平运输好库场等作业的安全技术要求。适用于港口桶装、袋装、

箱装、捆状、托盘成组、锭类、裸装等件杂货物的装卸工作，不适用于钢材、重大件、危险

货物等装卸工作。

详情请登录 http://xxgk.mot.gov.cn/jigou/kjs/202005/t20200522_3381209.html查阅

（来源：本刊编辑）

《绿色港口等级评价指南》行业标准发布

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了《绿色港口等级评价指南》行业标准。《绿色港口等级评价指南》

行业标准为推荐性行业标准，标准代码为 JTS/T 105-4—2020，自 2020年 7月 1日起施行。

《绿色港口等级评价标准》（JTS/T 105-4—2013）同时废止。

标准全文可登录交通运输部政府网站 http://www.mot.gov.cn“水运工程行业标准”专栏

下载。

（来源：交通运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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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轻型汽车国六排放标准即将实施

2020年 5月 13日，为执行《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

（GB 18352.6-2016）要求，落实近期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政策，生态环境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轻型汽车国六排放标准实施有关要求的

公告》（2020年第 28号），将调整轻型汽车国六排放标准。

《公告》指出，自 2020年 7月 1日起，全国范围实施轻型汽车国六排放标准，将禁止

生产国五排放标准轻型汽车，同时进口轻型汽车应符合国六排放标准。

《公告》指出，对 2020年 7月 1日前生产（机动车合格证上传日期）、进口（货物进

口证明书签注运抵日期）的国五排放标准轻型汽车，增加 6个月销售过渡期，2021年 1月 1

日前，允许在全国尚未实施国六排放标准的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福建、江西、湖北、

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份全部地区，以及山西、内

蒙古、四川、陕西等省份公告已实施国六排放标准以外的地区）销售、注册登记。

《公告》指出，轻型汽车国六排放标准颗粒物数量（PN限值）6.0×1012个/千米过渡

期截止日期，由 2020年 7月 1日前调整为 2021年 1月 1日前。2021年 1月 1日起，所有

生产、进口的国六排放标准轻型汽车，PN限值应符合 6.0×1011个/千米要求。

《公告》同时指出，汽车生产、进口企业作为环保生产一致性管理的责任主体，应按《中

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有关规定，在产品出厂或货物入境前公开车型排放检验信

息和污染控制技术信息，确保实际生产、进口的车辆达到排放标准要求。

（来源：本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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