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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一、标准制定任务来源

一直以来，我国相关法规及标准对食品接触制品的标签标识仅给出了基本的

规定和要求，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或指南，由标签标识问题引发的不合格案例和

消费纠纷屡见不鲜。针对纸碗、纸盘、纸托等纸餐具产品可能存在的差异性和依

据产品需要标识内容的特殊性，旨在引导行业规范和统一产品的标签标识，满足

法规要求、切实保障相关方的权益。本团体标准由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由上海市食品接触材料协会组建标准起草小组，承担团体标准的制定工作。

二、《食品接触产品标签标识和使用说明技术规范 纸餐具》团体标准制定的目

的和意义

纸碗、纸托、纸盘等家用纸餐具产品属于常见的日用消费品，由于其使用便

捷、方便卫生，深受消费者喜爱，使用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但目前我国尚无“家

用纸餐具产品标签标识和使用说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间接导致目前市场上

的家用纸餐具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存在很多风险点和问题点。为提升产品质量，保

障使用人健康安全，生产企业有必要加强自律，精益求精，制定团体标准，提高

行业门槛，为市场提供更有品质的家用纸餐具产品。

国内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3 版），《中华人民国

和国食品安全法》（2018 版），GB 4806.1-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

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GB 4806.6-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

塑料树脂》，GB 4806.7-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4806.8-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 GB/T

30643-2014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标签通则》对与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给出了

基本的规定和要求；GB/T 27591《纸碗》、QB/T 2898《餐用纸制品》对家用纸餐

具的标签标识给出了基本的规定和要求；但缺乏针对纸餐具产品标签标识的具体

操作规范或指南。

因此，通过制定《食品接触产品标签标识和使用说明技术规范 纸餐具》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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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标准，能有效规范市场行为，提升目前市场上纸餐具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提

升消费体验，有助于更好地满足市场监管的需要。

三、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评价原则

1. 系统全面

参照 GB 4806.1-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

求》，GB 4806.6-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树脂》，GB 4806.7-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GB 4806.8-2016《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GB/T 27591《纸碗》、QB/T 2898

《餐用纸制品》、GB/T 30643-2014《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标签通则》等标准，及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3 版），《中华人民国和国食品安

全法》（2018 版）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家用纸餐具产品标签标识提出全面、详细

要求，使家用纸餐具产品标签标识符合现有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2. 客观公正

标准相关要素和要求严格依据我国的现行政策及法律法规，并结合家用纸餐

具产品特点，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3. 科学严谨

标准对每一个要素进行了严格的论证和分析。

（二）依据

本标准按 GB/T 1.1-2020 给出的结构和要求起草；与现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和家用纸餐具产品标准接轨；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无抵触，与相关强制性标准

无冲突。

四、标准编制过程

2019 年 12 月，由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制定该产品标签标识团体标准

的需求。

2020 年 1～8 月，由上海市食品接触材料协会组建标准起草小组。标准起草

小组起草形成了标准初稿，并进行可行性分析论证。

2020 年 9 月-10 月，上海市食品接触材料协会发出立项公告，大连质检院依

据 GB/T 1.1 对该标准进一步修改完善，并完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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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12 月，将标准发送至相关企业以及协会进行意见征求，根据

反馈意见进行标准的修改，最终形成送审稿。

五、标准制定的主要内容

5.1 标准质量提升关键参数

5.1.1 术语和定义

规定了标签标识、最小销售单元、销售包装与最小销售包装，方便生产者进

行标签标识标示。

5.1.2 基本原则

家用纸餐具产品作为食品接触材料日常必需的消费品，其标签标识，通过文

字、图形、符号等说明产品质量、使用方法及其他内容的一种信息载体,不仅是

生产经营者对产品质量做出的一种承诺，也是对产品性能、用途、注意事项的说

明。完整的标签标识不仅可以传递质量安全信息、确保可追溯性、保护知情消费

权、指导使用者正确使用，同时还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规避风险等。标签标识信

息不完整、不真实和不准确等问题容易导致误导消费者、影响产品正常使用，乃

至危害消费者健康安全等问题发生。因此，制定了真实、合规、规范、完整、方

便获取等基本原则。

5.1.3 要素及要求

综合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3 版），《中华人民国

和国食品安全法》（2018 版），GB 4806.1-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

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GB 4806.6-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

料树脂》，GB 4806.7-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4806.8-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GB/T

27591《纸碗》、QB/T 2898《餐用纸制品》及 GB/T 30643-2014 《食品接触材料

及制品标签通则》等标准及法律法规规定，制定了产品信息、生产者（或）经销

者信息、合规信息、日期信息、产品使用说明、标志等要求。

5.2 差异的对比

本团体标准的制定主要参考 GB/T 30643-2014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标签通

则》、GB 4806.1-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4806.6-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树脂》，GB 4806.7-2016《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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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GB 4806.8-2016《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GB/T 27591《纸碗》、QB/T 2898《餐用

纸制品》，依据家用纸餐具产品特点按相关要求编制了标准条款，具体比较见表

1。

表 1 上海市团体标准《食品接触产品标签标识和使用说明技术规范 纸餐具》和

相关标准技术要求比较

项目 参考标准 参考标准内容

上海市团体标准《食品接触产品

标签标识和使用说明技术规范

家用纸餐具》

主题内容与

适用范围/

范围

/ /
盛装各类食品的纸碗、纸盘、纸

托等产品

引用标准/

规范性引用

文件

/ /

规范性引用文件：GB 4806.1、GB

4806.6、GB 4806.7、GB 4806.8、

GB/T 10342、GB/T 30643、GB/T

27591、QB/T 2898

术语和定义 / /

针对家用纸餐具产品特点，定义

了标签标识、最小销售单元、最

小销售包装

基本原则

GB/T 30643-2014
《食品接触材料

及 制 品 标 签 通

则》

1.真实；2.规范；3.

完整

针对家用纸餐具产品特点规定了

1.真实；2.合规；3.规范；4.完

整；5.方便获取

要素及要求

GB/T 30643-2014
《食品接触材料

及 制 品 标 签 通

则》

1.一般要求；2.名称；

3.规格和（或）数量（件

数）；4.材质；5.添加剂；

6.生产者和（或）经销

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

方式；7.日期；8.贮存

条件；9.生产许可证编

号；10.产品标准编号；

11.质量等级；12.产品

批呈；13.标志；14.使
用说明；15.其他

针对家用纸餐具产品特点规定

了：1.名称；2.产品材质；3.型号

规格；4.生产者（或）经销者信

息；5.执行标准；6.产品质量等级；

7.生产许可证编号；8.可降解性；

9.日期信息；10.产品使用说明；

11.标志

标签标识制

作

GB/T 30643-2014
《食品接触材料

及 制 品 标 签 通

则》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标签应印制、连接或粘

贴在食品接触材料及

制品本身或其销售包

装上，且不应与食品接

1 形式

标签标识应模压、印刷、连接或

粘贴在最小销售单元的非食品接

触面上或最小销售包装上，且不

应与销售单元或销售包装分离，



项目 参考标准 参考标准内容

上海市团体标准《食品接触产品

标签标识和使用说明技术规范

家用纸餐具》

触材料及制品或其销

售包装分离，可以选择

以下形式：

a)直接印制在食品接

触材料及制品的销售

包装上；b)若无销售包

装或外包装易于开启

识别或透过外包装能

够清晰识别应标注的

内容，直接印制在食品

接触材料及制品本身

上；c)连接或粘贴在食

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销

售包装上的印刷品；d)
若外包装易于开启识

别或透过外包装能够

清晰识别应标注的内

容，连接或粘贴在食品

接触材料及制品上或

放置在销售包装内的

印刷品。

2.标签应有足够的强

度，固定在销售包装上

的印刷品应保证不易

在流通环节中污损或

脱落。

3.标签的颜色应与食

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或

其销售包装物的底色

形成明显反差，清晰易

辨。

4.标签的印刷字体、图

案应与标签基底形成

明显的反差、清晰易

辨。

确保相关信息有效传递给制品使

用者。当直接模压、印刷、连接

或粘贴在最小销售单元上，应无

销售外包装或确保透过外包装能

够清晰识别标注内容

2 材料

标签标识应有足够的强度，固定

在销售包装外面的印刷品应保证

在流通环节中不易变得模糊甚至

脱落，以保证标注内容令使用者

清晰可见。

3 印制

标签的印刷字体、图案应与基底

形成明显的多反差、清晰易辨。

使用的汉字、数字和字母，其字

体高度不宜小于1.8mm。强调安全

警示和任何其他有关安全的信

息，建议使用较大字号或不同字

体，或其他突出醒目的方法，可

参照GB/T 5296.1标示；当使用颜

色来表达安全信息时，颜色选择

可参照GB/T 2893.1进行。

4 安全

印刷、连接或粘贴在产品上的标

签不得对食品造成污染。

安全警示

GB/T 30643-2014
《食品接触材料

及 制 品 标 签 通

则》

在使用说明中进行规

定。
单独列出



项目 参考标准 参考标准内容

上海市团体标准《食品接触产品

标签标识和使用说明技术规范

家用纸餐具》

其他 / /

应给出产品的适用人群。

其他特殊的附加信息。

建议标注“产品使用说明包含重

要信息，请在使用前详细阅读，

并妥善保留”。

六、与执行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及其他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制订的内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并且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起草

规则。

标准起草小组

2020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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