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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学品制作商协会
/AICM 

AICM 成立于1988年,目前拥

有近70家跨国化工企业会员

, 会员业务涵盖化学品制造

、运输、分销、处理等各环

节。 

 

AICM was founded in 1988 and represents nearly 70 

major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the chemical industry 

of China, whose members’ businesses cover 

manufacture, transportation, distribution and disposal of 

chemic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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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会员/Our Members 



4 All activities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AICM Anti-trust checklist.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核心价值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IPAC) 

 Core Competencies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价值： 

代表国际化工公司，宣传和推动科学的、以风险评估为基准的行业政策 

 快速反应ICCA的全球应急事务 

 建立AICM中国EHS法规数据库 

 积极参与中国政府的法规制修订工作 

 代表AICM公司共同利益，与政策制定者进行直接对话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IPAC are: 

Advocating Science- and Risk-Based Industry Policies on Behalf of AICM companies: 

 Prompt Response to Global Emerging Issues; 

 AICM Database of China EHS Regulations; 

 Active Involvement in Chinese Government Regulations Drafts/Revisions 

 Direct Dialogue with Policy-Makers on Behalf of AICM Companies’ Collective Interests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核心价值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IPAC) 

 Core Competencies 



内容概览/Contents 

4. 食品接触材料(原料)企业的挑战 

           1. 科学理解符合性声明的要求 

2. 符合性涉及标准的内部实施及准备 

3. 食品接触材料企业的符合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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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解符合性声明的要求 

食品接触的物质生产商 
经销商 

中间材料生产商 

销售商 

终产品生产商 
销售商 

终产品用户 
销售商 

消费者 

 

传递  各企业相应对应的“符合性声
明”, “以保证有足够信息对食品接
触材料及制品进行安全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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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解符合性声明的要求 

“符合性声明”的标准要求: 
 

 

 

 GB4806.1-2016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o 8.3  标识内容应包括…, 对相关法规及标准的符合性声明 

o 8.4  符合性声明应包括遵循的法规和标准, 有限制性要求的物质名单及其限制性
要求和总迁移量合规性情况(仅成型品)等。 
 

o 8.2   产品应提供充分的产品信息，包括标签、说明书等标识内容和产品合格证
明，以保证有足够信息对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进行安全性评估。 
 

o 5  符合性原则 

5.1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中原料的使用应符合相应产品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
相关公告的规定。 

5.2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中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GB 9685和相关公告的规定。 

5.3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应符合相应产品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 
 

o 3.7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生产应符合GB 3160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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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解符合性声明的要求 

GB31603-2015(GMP)是否需在“符合性声明”中提及？  
 

 

 

 
 

 

 

GB31603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o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生产，如确有必要制定某类食
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专项 卫生规范，应当以本标准作为基础。 本标准规定了食
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生产，从原辅料采购、加工、包装、贮存和运输等各个环
节的场 所、设施、人员的基本卫生要求和管理准则。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GB4806.1  2.1) 

o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各种已经或预期可能与食品或食品添加剂(以下简称食品)接
触、或其成分可能转移到食品中的材料和制品，包括食品生产、加工、包装、
运输、贮存、销售和使用过程中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工具和设备，及
可能直接或间接接触食品的油墨、粘合剂、润滑油等。不包括洗涤剂、消毒剂 

和公共输水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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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解符合性声明的要求 

GB31603-2015(GMP)是否需在“符合性声明”中提及？  
 

 

 

 
 

 

 

添加剂 (GB9685-2015) 

o GB9685-2015 标准原文中未提及“GB31603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o GB9685-2015 标准原文中暂未提及“基本要求….应符合GB4806.1

的规定” 
 

从标准文本上看，“暂时”添加剂“生产” 

未指明必须符合GB4806.1  3.7条款要求，即GB31603 (G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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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解符合性声明的要求 

GB31603-2015(GMP)是否需在“符合性声明”中提及？  
 

 

 

 

 

 

 

搪瓷制品(GB4806.3-2016) 

陶瓷制品(GB4806.4-2016) 

玻璃制品(GB4806.5-2016) 

塑料树脂(GB4806.6-2016) 

塑料材料及制品(GB4806.7-2016) 

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GB4806.8-2016) 

金属材料及制品(GB4806.9-2016) 

涂料及涂层(GB4806.10-2016) 

橡胶材料及制品(GB4806.11-2016) 

 

标准原文中均提及“基本要求….应符合GB4806.1的规定” 
 

从标准文本上看，涉及的相
关“生产”过程 

均强调必须符合GB4806.1 

3.7条款要求，即GB31603 

(G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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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解符合性声明的要求 

GB4806.6塑料树脂等“符合性声明”中是否需要提及GB4806.1及GB31603(GMP)？  
 

 

 

 
 

 

 

搪瓷制品(GB4806.3-2016) 

陶瓷制品(GB4806.4-2016) 

玻璃制品(GB4806.5-2016) 

塑料树脂(GB4806.6-2016) 

塑料材料及制品(GB4806.7-2016) 

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GB4806.8-2016) 

金属材料及制品(GB4806.9-2016) 

涂料及涂层(GB 4806.10-2016) 

橡胶材料及制品(GB4806.11-2016) 

 

标准原文中均提及“基本要求….应符合GB4806.1的规定” 
 

从标准文本上看， “符合性声
明”中，如声明符合

GB4806.3~11标准相关要求

，也默认符合了“基本要求
….应符合GB4806.1的规定”
即符合GB4806.1及GB3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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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解符合性声明的要求 

何为“有限制性要求的物质名单” ？  
 

 

 

 

 

 

 

“符合相应产品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相关公告的规定”的
物质是中国食品接触“允许物质” 

 

“允许物质” ≠ “有限制性要求”的“允许物质” 

 
 

“以保证有足够信
息对食品接触材料
及制品进行安全性

评估” 

不需要公布给整个
供应链的所有配方
、化学物质名称等 

应用范围\数量 允许物质 有SML/SML(T) 限值的允许物质 

塑料类 731 317 

涂料涂层 492 210 

橡胶及硅橡胶 167+12 55+1 

纸 578 264 

GB9685附表“有限制性要求”的允许物质数量 



13 符合性声明不需要明示FCA0668,只需要明示有限制性的物质1,2,3 

科学理解符合性声明的要求 

何为“有限制性要求的物质名单” ？  
 

 

 

  

 

 

“有限制性要求”的“允许物质”名称 ≠“有限制性要求的
物质名称” 

 

“有限制性要求”的“允
许物质”名称 

“有限制性要求”的物
质名称 -1 

“有限制性要求”的物
质名称-3 

“有限制性要求”的物
质名称-2 

如: GB9685 FCA0668 允许物质 

保证足够信息…安
全性评估 



14   

科学理解符合性声明的要求 

何为“有限制性要求的物质名单” ？  
 

 

 

 
 

 

 

“有限制性要求”的“允许物质”名称 ≠“有限制性要求的
物质名称” 

 

保证足够信息…安
全性评估 

中国的“有限制性要求的物质名称”的起源 (添加剂及各类树脂标准的)： 
 

o 参考了欧盟PIM法规的SML/SML(T)限制物质  

o PIM 法规的SML/SML(T)限制物质 （即单体和非聚合物类物质）  

 允许类型 允许数量 有SML/SML(T) 限值的数量 

塑料类允许单体或添加剂 901 449 

 

 

 

“有限制性要求的物质名称”均为单体名称或非聚合物类添加剂名称，不是聚合物(树脂)名称 
 

 

 

SML或SML(T)的测试或验证，不可能测试“聚合物”，只能是单体或非聚合物类的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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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解符合性声明的要求 

何为“有限制性要求的物质”的限制性要求  (与下游企业相关的部分)？  
 

 

 

 

 

 

 

特定迁移限量(SML)： 如有，必须提供给下游 

特定迁移总量限量[SML(T)]：如有，必须提供给下游 

最大残留量(QM)：如有，必须提供给下游 

其他要求：如有，必须提供给下游 

“以保证有足够信
息对食品接触材料
及制品进行安全性

评估” 

不需要公布给整个
供应链的所有配方
、化学物质名称等 

 

 

 

使用范围(添加剂的)：如下游企业生产过程安排评估确需，
则应提供 

最大使用量(添加剂的) ：如下游企业生产过程安排评估确
需，则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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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解符合性声明的要求 

符合性声明的“语言”要求 ？  
 

 

 

 

 

 

 

简体中文 可为中英文双语。 

 

 

 

符合性声明：是产品信息、产品标识的一部分。  

GB4806.1 8.3 “标识内容应包括产品名称，材质，对相关法
规及标准的符合性声明，生产者和(或)经销者的名称、 地址
和联系方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适用时)等内容”。 

 

 

 

国质检法[2011]83号  国家质监总局关于实施“产品质量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四、关于对产品标识的监督问题:  产品(包括进口产品)标识应当使用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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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涉及标准的内部实施及准备 

GB31603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MP) 
 

 

 

GMP  需要全产业链实施。如塑料行业, 适用于最终制品生产企业、最终制品中的组
件生产企业、塑料共混物生产企业、塑料母料生产企业以及塑料树脂等生产企业。 

 

实施关键点： 

• 防止污染     如建立有效运输、转移(如罐子、管路、仓库等)过程中防止交叉污
染(非食品接触材料对食品接触材料的交叉污染)的措施，如缓冲或清洁措施。
如果一条产线同时生产食品接触材料和非食品接触材料，则需严格控制交叉污
染可能带给食品接触材料的影响  严格避免使用“回收”原料或产品 

 

• 控制生产过程中的任何“改变”引起的风险(MOC) 

• 保证系统 (ISO9001等) 

标准实施需要资源
投入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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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涉及标准的内部实施及准备 

GB9685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 
 

 

 

实施关键点： 
 

• 核查使用的各添加剂的合规性，淘汰不合规的添加剂 

 

• 核查确认所使用着色剂的纯度控制： 1) 0.1mol/L盐酸可溶物检出量占着色剂
的质量分数应符合:锑≤0.05%;砷≤0.01%;钡≤0.01%;镉≤0.01%;铬(Ⅵ)≤0.1%;铅
≤0.01%;汞≤0.005%硒≤0.01%。2) 其他杂质占着色剂的质量分数应符合:多氯
联苯≤0.0025%;芳香族伯胺(以苯胺计)≤0.05%,其中对二氨基联苯、β-萘胺和4-

氨基联苯三种物质总和≤0.001%。 

标准实施需要资源
投入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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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涉及标准的内部实施及准备 

GB4806.6,7 等标准 
 

 

 

实施关键点： 
 

• 确认“树脂”是否列入允许使用的清单，淘汰不合适的“树脂” 

 

• 确认产品配方整体的合规性, 淘汰或修改不合适的“树脂”或配方 

 

• 计算或试验验证确认“树脂”或“产品”典型关键指标合规性 

 

• 部分敏感高关注“杂质”的内部风险评估及控制，内部定期监控 

 

• 对符合其它国家食品接触要求但不满足中国的SML/QM等限值要求的牌号，进
行销售限制或食品接触应用范围及条件限制(如S/V值)。 

标准实施需要资源
投入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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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涉及标准的内部实施及准备 

关于原料企业的产品“测试”： 

提供符合GB4806.6  符合性声明的(塑料)树脂企业，树脂企业是否必须进行测试？ 
 

• 宜具体分析，视情况而定；对于树脂等企业是否进行迁移测试，需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如 GB 4806.6 塑料树脂  101树脂PE(PE共聚合物), 只提供有SML限制的单体限量。无
SML测试指标，只能经符合性声明提供确认信息。 

 

• 对涉及树脂本身的检测项目，且技术上可以安排的检测项目，例如感官指标，以及
GB4806.6中标注1-5的树脂明确规定按照现有标准进行测试，企业为确保产品的合规性，
以及可能的执法检查, 审慎评估/确定是否需要根据测试途径确认产品合规性必要性。 
 

• 对成型制品的项目(例如特殊迁移测试)，当技术上无法采取计算筛查或模型评估时，可
以通过实验验证等途径确认。 

标准实施需要资源
投入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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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涉及标准的内部实施及准备 

关于原料企业的产品“测试”： 

对“树脂专用改性混合料”、母料，安排总迁移、特殊迁移的测试时，存在一定的方法局限
性(应由供应链相关方协商解决)： 
 

• 总迁移、特殊迁移必须制备成片材或制品，必须有表面积数据。 
 

• 非成型材料企业, 无法知道下游企业的实际使用条件(温度、时间),即使材料企业把材料
制备成片材测试, 其结果不能替代下游企业实际测试结果, (仅可作参考)。  
 

• 树脂改性专用混合料、母料的下游企业在加工过程中仍可能有其它添加物(如脱模剂、
润滑剂、回料或水口料、洗机料、换料因素)等，加工条件的变化等，均会对成型制品

的总迁移、特殊迁移造成影响。成型品企业，仍然必须经实验测试，以确认总迁移等
指标的合规性 (成型品企业是无法用计算筛查来方法类判定总迁移合规性的)。 
 

• 理论上“树脂改性专用混合料”、“母料”可制备成片材, 迁移验证。 

 

 

 

 

 

 

 

 

 

 

 

 

 \ 

标准实施需要资源
投入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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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接触材料企业的符合性声明 

添加剂 

制造商 

基础树脂 

制造商 

塑料母粒 

制造商 

树脂专用改

性料供应商 

半成品,部件,

成品制造商 
 

食品企业 

供应链中的每一环都应承担各自在食品接触合规过程中的责任。 

GB4806.1-2016 

GB9685-2016 

GB4806.1-2016 

GB9685-2016 

GB4806.6-2016 

GB31603-2015 

GB4806.1-2016 

GB9685-2016 

GB4806.6-2016 

GB4806.7-2016 

GB31603-2015 

GB4806.1-2016 

GB9685-2016 

GB4806.6-2016 

GB4806.7-2016 

GB31603-2015 

化学品企业 材料企业 食品包装企业 食品企业 

GB4806.1-2016 

GB9685-2016 

GB4806.6-2016 

GB4806.7-2016 

GB31603-2015 

GB4806.1-2016 

GB9685-2016 

GB4806.6-2016 

GB4806.7-2016 

GB31603-2015 

 

GB2760-2014 

等其它相关食品添 

加及食品安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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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接触材料企业的符合性声明 

食品接触材料_添加剂企业(非保密型_通用添加剂): 
 

例1.  1种塑料类复配型添加剂 (含3种功能添加剂组分), 其它1个添加剂有SML，其余添加剂无SML/QM限制。 

 

++++++++ 

本产品符合GB4806.1-2016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通用安全要求》适用于食品接触材料添加剂的相关要求*。 

 

本产品符合GB9685-2016《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和相关公告的要求, 具体物质编号为FCA0004、 FCA0017、 

FCA0058。 

 

按GB9685规定, 本产品在塑料食品接触材料使用过程中, 有如下限制： 

o 表A.1  FCA0004, 使用范围和最大使用量/%   PP,PE:0.25;  特定迁移限量(SML)  5mg/kg; 

o 表A.1  FCA0017, 使用范围和最大使用量/%   PE, PP, PS, ABS,AS,PA,PET,PC,PVC: 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 

o 表A.1  FCA0058, 使用范围和最大使用量/%   PE, PP: 0.4 

o 该产品无其它特别的食品接触限制要求。 
 

*  GB4806.1-2016《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通用安全要求》 8.4条款,仅要求成型品声明总迁移量合规情况。 最终食品接触制品
可能有其他合规要求, 食品接触制品生产商应对这些合规要求负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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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接触材料企业的符合性声明 

食品接触材料_添加剂企业(保密型_特种添加剂,涉及多项专利): 
 

例2.  1种塑料类复配型添加剂 (含2-3种功能添加剂组分), 其它1个添加剂有SML，其余添加剂无SML/QM限制。 

++++++++ 

本产品符合GB4806.1-2016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通用安全要求》适用于食品接触材料添加剂的相关要求*。 
 

本产品符合GB9685-2016《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和相关公告的要求**。 
 

按GB9685规定, 本产品在塑料食品接触材料使用过程中, 有如下限制： 

o 使用范围和最大使用量/%： PP: 0. 7%; PE, PS, ABS：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 

 

本产品使用下列有特定迁移限量(SML)、特定迁移总量限量((SML(T)) 规定的添加剂： 

o ND(1,1,2,3 ,3,3-六氟-1-丙烯: SML,DL=0.01mg/kg);  

o 5mg/kg(1,1-二氟乙烯:SML) 

 

*  GB4806.1-2016《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通用安全要求》 8.4条款,仅要求成型品声明总迁移量合规情况。 最终食品接触制品可能
有其他合规要求, 食品接触制品生产商应对这些合规要求负责。 

** 复配型添加剂组分中相应的有GB9685的SML限制的添加剂FCA编码, 涉及我司内部的商业机密，内部代码为F432, 具体代码信息
不影响GB4806.1,GB9685所需的有限制物质信息的传递，如确需相关信息，请贵司联系与我司业务合作的销售人员。 

+++++++++ 

注: 传递特别商业信息,许多情况下,需签订保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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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接触材料企业的符合性声明 

食品接触材料_树脂企业(非保密型树脂):   
 

例3.  1种PP共聚物, 无单体SML，含2-4种添加剂，其中1个添加剂有SML 

++++++++ 

本产品符合GB4806.1-2016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通用安全要求》适用于塑料树脂的相关要求*。 

本产品的生产过程符合GB 31603-2015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适用于塑料基础树脂生产的相关原则要求。 

 

本产品的基础树脂符合GB4806.6-2016《食品接触用塑料树脂 》的相关规定, 涉及附录A.1第29编号树脂(即共聚PP树脂)。 

产品的基础树脂没有使用有SML /SMT(T)规定的单体。 

 

本产品使用的添加剂符合GB9685-2016《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和相关公告的要求**。 

本产品使用下列有特定迁移限量(SML)、特定迁移总量限量((SML (T)) 规定的添加剂： 

o  ND(1,1,2,3 ,3,3-六氟-1-丙烯: SML,DL=0.01mg/kg);  

o  5 mg/kg (1,1-二氟乙烯:SML) 

 

* GB4806.1-2016《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通用安全要求》 8.4条款,仅要求成型品声明总迁移量合规情况。 最终食品接触制品可能
有其他合规要求, 食品接触制品生产商应对这些合规要求负责。 

**添加剂组分中相应的有GB9685的SML限制的添加剂FCA编码, 涉及我司内部的商业机密，内部代码为C2103, 具体代码信息不影
响GB4806.1,GB9685所需的有限制物质信息的传递，如确需相关信息，请贵司联系与我司业务合作的销售人员。 

+++++++++ 
 

注: 传递特别商业信息,许多情况下,需签订保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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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接触材料企业的符合性声明 

食品接触材料_树脂专用改性混合料、母粒(非保密型树脂): 
 

例4. 专用改性混合料(PET/ABS+GF): 由PET、ABS树脂改性,玻璃纤维增强,含8种添加剂, 2个添加剂有SML 

++++++++ 

本产品符合GB4806.1-2016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通用安全要求》适用于塑料改性混合料的相关要求*。 

本产品的生产过程符合GB 31603-2015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适用于塑料改性混合料生产的相关原则要求。 
 

本产品使用的基础树脂符合GB4806.6-2016《食品接触用塑料树脂 》的相关的规定,涉及附录A.1第79编号树脂(即PET树脂)、第26编号树脂(即ABS

树脂) 。 本产品使用的基础树脂的有如下SML /SMT(T) 规定: 

o 0.04mg/kg(以锑计: SML)  

o ND (丙 烯 腈,DL=0.01mg/kg: SML)  

o ND (丁二烯,DL=0.01mg/kg: SML)或 1 mg/kg(丁二烯:QM) 

o 30mg/kg (以乙二醇计: SML(T))  

o 7.5mg/kg (以对苯二甲酸计: SML(T)) 
 

本产品使用的添加剂符合GB9685-2016《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和相关公告的要求**。 

本产品使用下列有特定迁移限量(SML)、特定迁移总量限量((SML(T)) 规定的添加剂： 

o ND(1,1,2,3 ,3,3-六氟-1-丙烯: SML,DL=0.01mg/kg)  

o 5mg/kg (1,1-二氟乙烯:SML) 

o 2.5mg/kg (1,3,5-三嗪-2,4,6-三胺: SML) 

本产品(塑料改性混合料)符合GB4806.7-2016《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中适用于非成型类食品接触材料的相关规定, 材料类型为PET/ABS。 
 

GB4806.1-2016《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通用安全要求》 8.4条款,仅要求成型品声明总迁移量合规情况。 最终食品接触制品可能有其他合规要求, 

食品接触制品生产商应对这些合规要求负责。**添加剂组分中相应的有GB9685的SML限制的添加剂FCA编码, 涉及我司商业机密，代码为K734, 

K323, 具体代码信息不影响GB4806.1,GB9685所需的有限制物质信息的传递，如确需相关信息，请贵司联系与我司销售人员。 

注: 母粒中添加剂可能是过量添加的，计算SML合规性时，需考虑实际应用的稀释倍数，需确保终产品不超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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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接触材料企业的符合性声明 

食品接触材料_树脂专用改性混合料(保密型树脂, 涉及多项专利): 
 

例5. 专用改性料: 由POM及LLDPE树脂改性,含5种添加剂, 1个添加剂有SML。 

++++++++ 

本产品符合GB4806.1-2016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通用安全要求》适用于塑料改性混合料的相关要求*。 

本产品的生产过程符合GB 31603-2015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适用于塑料改性混合料生产的相关原则要求。 
 

本产品使用的基础树脂符合GB4806.6-2016《食品接触用塑料树脂 》的相关的规定,涉及聚缩醛(POM) 及线性低密度聚乙烯(LLDPE) 。 本产品使用
的基础树脂涉及如下SML /SMT(T)/QM 规定: 

o 5 mg/kg (三聚甲醛: SML);  

o 5 mg/kg (1,3-二氧戊烷: SML); 

o 1 mg/kg [1,4-双 (2,3-环氧丙氧基)丁烷, 以环氧基团计:QM] 

o 6mg/kg (己烯: SML) 
 

本产品使用的添加剂符合GB9685-2016《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和相关公告的要求**。 

本产品使用下列有特定迁移限量(SML)、特定迁移总量限量((SML(T)) 规定的添加剂： 

o 9 mg/kg (二[3-(1,1-二甲基乙基)-4-羟基-5-甲基苯丙酸]三聚乙二醇: SML)  

 

本产品(塑料改性混合料)符合GB4806.7-2016《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中适用于非成型类食品接触材料的相关规定。 
 

GB4806.1-2016《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通用安全要求》 8.4条款,仅要求成型品声明总迁移量合规情况。 最终食品接触制品可能有其他合规要求, 

食品接触制品生产商应对这些合规要求负责。 
 

注: 迁移试验的样品都是基于一定厚度，测试条件如温度，替代溶剂，有时符合性声明会提供相应的典型测试条件，供下游企业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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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接触材料企业的符合性声明 

食品接触材料_纸张材料(中间材料): 
 

 

例6. 食品接触用纸张(白纸卡)：使用15种添加剂，其中3种添加剂有SML 
 

++++++++ 

本产品符合GB4806.1-2016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通用安全要求》适用于纸张的相关要求。 

 

本产品的生产过程符合GB31603-2015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适用于纸张的相关要求。 

 

本产品符合GB4806.8-2016《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对纸和纸板材料的要求。 

 

本产品使用的添加剂符合GB9685-2016《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和相关公告的要求。 

本产品使用下列有特定迁移限量(SML)、特定迁移总量限量((SML(T)) 规定的添加剂： 

o SML(mg/kg)/QM(mg/kg): 0.05(N-(羟甲基)-2-甲基-2丙烯酰胺: SML) 

o SML/QM(mg/kg): ND(丙烯酰胺: SML, DL=0.01mg/Kg) 

o SML/QM(mg/kg): 42(蓖麻油酸聚氧乙烯酯: SML) 
 

特别提醒： 

• GB4806.1-2016《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通用安全要求》8.4条款,仅要求成型品声明总迁移量合规情况。 

• 最终食品接触制品可能有其他合规要求, 食品接触制品生产商应对这些合规要求负责。 

+++++++++ 

       注: 传递特别商业信息,许多情况下,需签订保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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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接触材料企业的符合性声明 

食品接触材料企业的符合性声明是总是有限制条件的 

 

原料企业符合性声明的典型限制条件或语句(举例)： 
 

++++++++ 

如涉及迁移和提取实验，其结果可能与食品接触终产品在接触实际食品或预期使用的情况下而得到的
测试结果有明显的差异 

 

本产品所有人为添加使用的添加剂均已列入GB9685-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用添加剂使用标准》之表A.1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中允许使用的添加剂及使用要求), 并符合前
文提及树脂类型的使用范围和最大使用量之规定 ,  或列入了GB2760-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添加剂使用标准》之表A.2 (可在各类食品中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 

 

我司对供应链下游企业的后续加工条件及后续加工而得到的食品接触终产品的组分无法控制，因此，
下游加工成型企业或终产品销售商有义务确保食品接触终产品符合相应的法规标准要求，并安排与最
终使用条件相应的合规性测试或验证。 

+++++++++ 
        

所有中国标准“允
许物质”的使用均
是“有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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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接触材料企业的符合性声明 

食品接触材料企业的符合性声明是总是有限制条件的 

 

原料企业符合性声明的典型限制条件或语句(举例)： 
 

++++++++ 

该产品含一种或多种添加剂，可能涉及GB9685-2016 相应SML/QM的限制规定。这些涉及的一种或
多种物质的标识信息, 仅可在特别提出并保证保密的情况下, 确因测试或验证需要而提供。 
 

此符合性声明仅适用于从我司出厂时“树脂产品”的状态。此信未涵盖如下情况： 

- 任何后续 (供应链企业) 加工过程所添加的物质； 

- 由于后续非专业加工制备而形成的劣质材料或产品； 

- 因食品接触终产品 (材料或制品) 异常而引起食品的异味。 

 

我司的中文版食品接触材料符合性声明函 (中文FCD) 中所引用的中国法规可能限制了该产品的食品
接触应用或终端使用条件。用户有责任确保，该产品的使用符合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及适合其预期的
用途。 

+++++++++ 
        

所有中国标准“允
许物质”的使用均
是“有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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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接触原料企业符合性声明挑战 

 

 

 

• GB9685、GB4806.6等，可能属于全球贸易中“最严”的食品接触材料标准     许
多符合美国FDA或欧盟PIM要求的产品牌号，难以符合中国新国标要求 

技术性挑战 
 

 

 

 

• “进口” 食品接触材料，如原料树脂、共混料、包装半成品的GB4806.1 标识  (中文
标识)   (中文的… 生产者和(或)经销者的名称、 地址和联系方式，生产日期) 

 

 

 

• “中文”符合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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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接触原料企业符合性声明挑战 

 

 

 

• 整个供应链对“新”食品接触材料安全标准的理解非常初步，部分食品包装成品
企业对新标准的要求基本不理解，宣传力度不够 

 

• 执法机构及相关审查机构对“标准”理解水平也有待提高 

• 回收料/水口料的“误用”情况 

 

 

 

• 制造业“成本压力”普遍大,“价格”非常敏感, “符合性”成本高 

 

• 少部分企业诚信有待提高，“符合性声明”的可靠性存疑 

非技术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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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M is Committed to 

Responsible Ca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