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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正式发布最新 SVHC 清单
2015 年 6 月 15 日，欧盟 ECHA 正式公布最新的 SVHC 清单，将 SVHC 更新至 163 项，相比 2014 年 12 月份发布
的 161 项 SVHC 清单新增 2 项内容，这 2 项 SVHC 在今年 3 月份时发出公共咨询。详情如下：
物质名称

EC 号

1,2-benzenedicarboxylic acid,
di-C6-10-alkylesters;1,2-benzenedicarb

CAS 号

271-094-0
272-013-1

68515-51-5
68648-93-1

/

/

物质
特性
生殖
毒性

oxylic acid,
mixed decyl and hexyl and octyl diesters

用途
主要用作塑化剂，应
用于多种软硬塑料，
此外还用于某些润
滑油中

with ≥ 0.3% of
dihexyl phthalate
(EC No. 201-559-5)
5-sec-butyl-2-(2,4-dimethylcyclohex-3en-1-yl)-5-methyl-1,3-dioxane [1],
5-sec-butyl-2-(4,6-dimethylcyclohex-3en-1-yl)-5-methyl-1,3-dioxane [2]
[covering any of the individual
stereoisomers of [1] and [2] or any
combination thereof]

高持久性、
高生物累积
性

具有干燥的龙涎木
香的香料原料，广泛
应用于香水、肥皂、
洗衣粉等日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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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委员会向 WTO 提交关于修订食品接触塑料法规的草案
近期，欧盟委员会向 WTO 通报了其关于塑料食品接触材料法规(EU) No10/2011 的修订草案，并表示将于 12 月
采用此修订草案。 修订草案涉及修订内容如下：
1. 法规附录 I 下拟增列 8 种物质
2. 修正案进一步阐明法规范围，包括：橡胶食品接触材料，授权酸盐，酚类或醇类以及低聚物迁移检测方法。
3. 针对塑料食品接触材料，新增铝及镍两项重金属迁移限量，将原有的锌的限量从 25mg/kg 降到了 5mg/kg。
修订后，该标准共管控 9 项重金属迁移，见下表：
(EU) No10/2011 附录 II 材料和物品中的限制
项目

修订前

修订后

钡 Barium

1 mg/kg

1 mg/kg

钴 Cobalt

0.05 mg/kg

0.05 mg/kg

铜 Copper

5 mg/kg

5 mg/kg

铁 Iron

48 mg/kg

48 mg/kg

锂 Lithium

0.6 mg/kg

0.6 mg/kg

锰 Manganese

0.6 mg/kg

0.6 mg/kg

锌 Zinc

25 mg/kg

5 mg/kg

镍 Nickel

/

0.02 mg/kg

铝 Aluminium

/

1 mg/kg

4. 拟新增两个测试条件至附件 V 表 2
接触食品温度

测试温度

175℃ < T ≤ 200℃

200℃

T>200℃

225℃

该草案的公众评审期截止至 2015.06.28，并建议于 2015 年 12 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发布并正式采用。以上修
订内容将在不久之后由欧盟官方公报公布，一旦公布，相关条款将会生效，不合规产品将无法在欧盟市场上正
常销售。
更多详情请咨询立创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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