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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AICM
AICM 成立于 1988 年，目前代表近 70 多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跨国化工公司，各

公司业务涵盖化学品制造、运输、分销、加工等各环节。

AICM 愿景
AICM 及其公司有着共同的愿景：建设和谐社会，促进中国化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国际领先化工企业的在华代表，AICM 致力于：
1．向利益攸关方推广责任关怀及其他全球范围认知的化学品管理理念；
2．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实行成本有效、技术和风险控制型政策；
3．树立化工行业在经济建设中贡献的地位。

AICM Introduction 
The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Chemical Manufacturers (AICM) was founded in 1988. 
AICM represents nearly 70 major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cross China’s chemical industry. 
Its companies businesses cover the manufacturing, sales, transportation, distribution and 
disposal of chemicals.

Our Vision
AICM and its companies share a common vision: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the sustainable growth of China’s chemical industry.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leading international chemical players in China, AICM commits to 
- Promoting Responsible Care and other globally recognized chemical management principles 
  among all stakeholders, 
- Advocating cost-effective science and risk-based policies,
- Building up the chemical industry’s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 economy.

Please scan the AICM QR Code on the Right, 
let’s discover the chemical world together.
扫右侧 AICM 微信二维码
让我们一起探索化学世界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
工作目标
◦ 倡导科学的化工产业政策和基于风险管理的法规管理体系，促进中国化工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
◦ 跟踪中国化工产业政策法规进展，协助会员理解执行以及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
◦ 促进国内外化工产业政策法规方面的交流、合作，实现协调发展

主要职能
◦ 拓展和加强与化工产业政策法规相关决策者及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合作与沟通；
◦ 代表会员的共同利益，提出对中国化学工业发展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方面的意
  见和建议；
◦ 关注中国化工产业政策、法律、法规、标准的动态和趋势，及时向会员传达并协
  助贯彻执行；
◦ 创建国际化工行业交流平台，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共享国际化工领域在政策法规方
  面的管理经验

Industrial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IPAC)
Objectives

◦ Advocate science-based chemical industry policy and risk-based regulation system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 chemical industry;
◦ Monitor the updates of China chemical industry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o assist 
   members’ understanding, implem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with the authorities;
◦ Facilitate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llaboration on chemical industry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for harmonization.

Functions
◦ Enhance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with relevant policy maker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on chemical industry policy and regulation;
◦ Provide comments and proposals on policies, laws,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of China 
   chemical industry development on behalf of members’ interests;
◦ Monitor and inform members the updates and trends of policies, laws,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of China chemical industry;
◦ Create the exchange platform bridging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chemical 
   industry, sharing the experiences on international chemical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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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 IPAC Key Activities 重大活动
CONTENT 目录

Items 
序号 Section I. Key Activities Page

1
AICM & Japanese Chamber Co-organized Workshop on Reg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AICM 与中国日本商会共同举办化学品管理与环保法规研讨会

9

2 AICM issued 2019 IPAC Report
AICM 发布 2019 产业政策促进报告 10

3
AICM Promptly Shared Policies on COVID-19 Control and Resumption Works of Central 
Ministr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AICM 及时分享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关于新冠疫情及复工复产相关政策

11

4
AICM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Sub-Committee Held Webinar 
on Regulatory Sharing
AICM 成功举办化学品环境管理线上法规分享会

12

5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IPAC Working Meeting 2020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成功召开 2020 工作会议 13

6
AICM Visited NRCC of MEM and Had a Meeting on Concerned Topics on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AICM 拜访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并就危化品管理关注问题进行座谈

14

7
AICM Participated in National Hazardous Chemical Standard Committee (SAC/
TC251) Experts Meeting
AICM 参加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家会议

15

8
AICM Supported the Successful Launch of 2020 IFAM Promoting Regulatory Exchanges 
along Supply Chains
AICM 继续支持车用材料国际论坛 促进产业链各方法规交流

16

9
AICM Support Emergency Management Exchange Seminar and Promotion Meeting of Law 
Popularization for Foreign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AICM 支持在沪外资企业应急管理交流研讨会暨普法活动推进会

17

10
AICM Attended MEE roundtable on Guidance
AICM 参加生态环境部关于“12 号令指南”的座谈会 18

11
AICM IPAC Successfully Organized Annual General Meeting 2019-2020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成功举办 2019-2020 年度会议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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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序号 Section I. Key Activities Page

12
AICM Co-organized Regulatory Workshop 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with CEFIC
AICM 成功举办化学品环境管理法规研讨会

20

13
AICM IPAC Workshop on Management Regulations in Life Science Applications Successfully 
Held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成功举办生命科学应用管理法规研讨会

22

14
AICM Attended Food Contact Material Migration Test Standard Revision Round Table 
Meeting
AICM 参加食品接触材料迁移试验通则标准修订研讨会

23

15
AICM Delegation Attended Round Meeting of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Law
AICM 代表团参加应急管理部《危险化学品安全法》行业座谈会 24

16
AICM Joined in Food Related Product Quality safety and Supervision Management Technical 
Guidelines Round Table Meeting
AICM 参加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与监督管理技术规范企业座谈会

26

17
AICM Attended MEE Virtual Roundtable on Chemical Substances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Risks Assessment Related Technical Guidelines
AICM 参加化学物质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技术导则行业座谈会

27

18
AICM Attended Roundtable on Material Specification on Cosmetic New Ingredient 
Registration 
AICM 参加化妆品新原料注册备案资料规范研讨会

28

19
AICM Attended MIIT Standard Review Meeting on Risk Assessment Guidelines for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AICM 参加《电器电子产品中有害物质风险评估指南》审定会

29

20
AICM attended China RoHS Forum and Annual Meeting of MIIT Working Group o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Products Pollution Prevention Standards 
AICM 参加 China RoHS 标准论坛暨电器电子产品污染防治标准工作组全体会议

30

21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Food Contact Adhesive Standard Revision Round Table 
Meeting 
AICM 成功组织食品接触用粘合剂标准研讨会

31

22
AICM Co-organized Shanghai Work Safety Rules Round Table Meeting 
AICM 成功组织举办上海安全生产条例修订座谈会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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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序号 Section I. Key Activities Page

23
AICM Organized 2020 Automobile Application Material Regulations and Management 
Workshop
AICM 成功举办 2020 年汽车应用材料法规和管理研讨会

33

24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Food Contact Plastics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Exchange 
Meeting 
AICM 成功组织食品接触用塑料可持续发展交流会

34

25
AICM Successfully Co-organized 2020 International Food Contact Material Safety Forum 
AICM 成功联合举办 2020 国际食品接触材料安全论坛 36

26

AICM co-organize annual meeting of the Chemical Environmental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mmittee and Host New Chemical Workshop
AICM 协助举办 2020 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专委会年会 并组织化学品环境管理法规研讨
会

38

27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Exchange Meeting with China Ink Industry Association
AICM 成功组织与中国油墨工业协会交流会 40

28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2020 Hazardous Chemical and Site HSE Annual Regulatory 
Workshop
AICM 成功举办 2020 危险化学品和工厂 EHS 法规年会

41

29
AICM Organized 2020 Coating and VOC Regulation Workshop
AICM 成功举办 2020 年度涂料和 VOC 法规研讨会 43

30
AICM Attended Review Meeting on Guidance for management and assessment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products
AICM 参加《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管理与实施评价指南》专家审定会

44

31
AICM Attended NMPA Cosmetic Industry Roundtable Meeting
AICM 参加国家药监局化妆品行业协会座谈会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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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Jan. 14, 2020, AICM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co-organized “Workshop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hemical Management” with The Japa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 China 
(CJCCI) in Beijing with invited speakers from relevant stake holders for policy making. More than 100 
participants from industry attended the event. 

Ms. Bing, WANG, Head of Regional Regulatory Exchange Platform, chaired the afternoon session. Ms. 
Karin XU, IPAC Chair, made a closing speech at event and indicated that as a valuable bridge platform, 
AICM has been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sound science & risk-based regulatory and standard 
system in China for years, which also represents more common interest of members. Through extensive 
communication with relevant stake holders, a goo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was established,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and the platform effect was improved. At meeting, regulatory update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hemical management related to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hot topics of companies including Management of National Hazardous Waste, pollution control, and 
national chemical park policies were thoroughly discussed. 

AICM & Japanese Chamber Co-organized Workshop on 
Reg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2020 年 1 月 14 日，由 AICM 和中国日本商会共同合办的化学品管理与环保法规研讨会在北京成
功举行。此次研讨会由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承办。共有来自于行业内的 100 多名代表参加了此次研
讨会和相关讨论。

AICM 区域间法规交流平台负责人王冰女士主持下午会议。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主席徐琨女士做
会议总结，并指出 AICM 代表会员公司的共同利益，长期致力于构建科学、合理、基于风险防控的
化学品法规和标准体系，也在此过程中，通过与政策制定者和各行业协会的广泛交流，建立了良好
的沟通机制，并使平台效应得到了不断地加强与完善。此次与中国日本商会共同协作，就与环境和
安全相关的化学品管理政策、环境保护及化学品环境管理法规及相关技术要求及修订进展进行共同
探讨，特别是对国家危险废物管理、环境保护产业政策、化工园区政策等热点话题进行了交流和深
入的讨论。

AICM 与中国日本商会共同举办化学品管理与环保法规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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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 March, 2020, AICM issued 2019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Report. The report summarized key activities, 
key regulations or standards officially issued from national authorities, and position papers submitted on 
behalf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t covers the scope of chemical management, Site HSE, food safety, auto 
materials, and E&E, Coating, Life science, etc. For report, please go to the link of http://aicm.cn//download/
newsletter. 

Acting as a valuable bridge platform, AICM has been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sound science & 
risk-based regulatory and standard system in China for years, which also represents more common interest 
of members. Through extensive communication with relevant stake holders, a goo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was established,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And the platform effect was improved. 

AICM issued 2019 IPAC Report 

2019 年 3 月，AICM 发布 2019 产业政策
促进报告。涉及 2019 年开展的重大活动、
国家发布的重大法律、法规及标准的更新，
以及 2019 年 AICM 代表跨国企业提交的建议
函。报告内容涵盖化学品管理、作业场所环
境、健康与安全、食品安全、汽车材料、电
子电器产品、涂料及生命科学（化妆品和药
用辅料）等关注热点。 链接地址可见：。  

AICM 代表会员公司的共同利益，长期
致力于构建科学、合理、基于风险防控的化
学品及产品应用领域的法规和标准体系，也
在此过程中，通过与政策制定者和各行业协
会的广泛交流，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并
使平台效应得到了不断地加强与完善。

AICM 发布 2019 产业政策
促进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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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r. 19, 2020, AICM promptly shared policies on COVID-19 and resumption works at central ministr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to all members. At the beginning of 2020, COVID-19 outbreak broke out in China and 
seriously affected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life. By the end of March, the epidemic had been effectively 
controlled across the country, and all industries began to resume work in an orderly manner. During 
this period, central ministr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issued a series of policies and notices o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resumption work. In order to help member companies keep up to date with 
relevant policies, AICM committees and all staff collected and summarized the policies of major central 
ministr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As a member platform, AICM will closely follow the trends of industry 
policies and provide members with more timely and valuable services.

3 AICM Promptly Shared Policies on COVID-19 Control 
and Resumption Works of Central Ministr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2020 年 3 月 19 日，AICM 及时向所有会员分享了中央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关于新冠疫情控制及复
工复产相关政策。2020 年初，新冠疫情在中国突发并严重影响了工业生产和生活。3 月底，疫情在
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有效控制，各行各业有序开始复工复产。在此期间，中央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发布
了一系列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政策和通知。为帮助会员公司及时了解相关政策，AICM 各委员会及
所有员工收集总结了中央主要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政策。AICM 作为会员平台，将紧密跟踪行业政策动
态，为会员提供更及时更有价值的服务。

AICM 及时分享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关于新冠疫情及复工复产
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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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0 年 5 月 14 日，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IPAC）举办了化学品环境管理分委会线上法规
分享活动。AICM 执行理事马一兵女士、IPAC 主席徐琨女士和 IPAC 副主席周纪标先生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化学品环境管理分委会主席赵宇博士主讲。赵宇博士就新发布的“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
记办法（12 号令）”进行了专题分享，聚焦原料药豁免、化学品环境管理、新办法下的减负以及名
录管理，并从会员专业角度，对新办法的重点和变化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解读。超过 130 位会员公
司的代表参加了线上的分享和讨论，并就关注的议题开展了积极的互动交流。

AICM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Sub-Committee Held Webinar on Regulatory Sharing

AICM IPAC held Webinar on newly released “Measures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egistr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Beryl Ma, AICM executive director, Karin XU, AICM IPAC Chair and Bill ZHOU, 
AICM IPAC Deputy Chair participated the Webinar. Dr. Zhao Yu, Sub-Chair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had an extensive thematic sharing on the “Measures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egistr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with focus on exemption of API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chemicals, burden reduction under this new Measures, and existing chemical inventory management. Over 
130 members participated this webinar with active exchanges to address issues of interest.

AICM has been advocating on the "Measure" through the revision process, and will closely monitor the 
revision and release of Guidance under “Measures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egistr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AICM 成功举办化学品环境管理分委会线上法规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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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M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IPAC) working meeting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Shanghai 
on June 09, 2020. Mr. Mingcheng Chien, as AICM deputy chairman and President Asia-Pacific Region of 
LANXESS, attended the meeting and delivered a welcome speech. Mr. Chien gave full recognition to the 
work of IPAC. Especially during the epidemic, IPAC timely shared regulatory updates, actively promoted 
the regulatory work, and provided fast and effective services to our member companies. AICM executive 
director Ms. Beryl Ma, IPAC and all sub-committees chairs joined in this meeting. 

Ms. Karin Xu, IPAC chair, shared overall priorities adjustment. In light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AICM 
board’s recommendations, IPAC has adjusted our prioritie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member companies 
and regulatory progress, and will strengthen follow-up and evaluation of our positions in future work.
In addition, IPAC sub-committees presented the progress and current achievements in 2020 and discussed 
priorities in the second half year. With the supports of member companies, IPAC will continue to actively 
advocate for scientific and risk-based dialogue and provide extensive discussions and exchanges for 
members in all relevant fields as a platform.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IPAC Working Meeting 20205

2020 年 6 月 9 日，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IPAC）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AICM 理事会副主
席朗盛大中华区首席代表钱明诚先生出席会议并致辞。钱明诚先生对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的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特别在疫情期间，IPAC 及时分享法规动态，积极推进各项法规工作，在新形势下依然
为会员提供快速有效的服务。AICM 执行理事马一兵女士、IPAC 及分委会领导共 15 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由 IPAC 主席徐琨女士分享了委员会整体工作重点调整的情况。结合当前形势和 AICM 董事
会建议，IPAC 根据会员公司的需求、法规进展情况调整了工作重点，并在以后工作中加强对产业政
策促进工作的跟踪和评估。

此外，IPAC 各分委会分别介绍了 2020 年目前工作的进展和成就，讨论了下半年的重点。在会
员公司的支持下，IPAC 将一如既往致力于积极倡导科学与基于风险控制的对话，在各相关专业领域
继续为会员提供广泛讨论交流平台。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成功召开 2020 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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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M Visited NRCC of MEM and Had a Meeting on Concerned 
Topics on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On Jun. 10th ,2020, AICM Delegation, led by Ms. Beryl Ma, Executive Director, Ms. Karin Xu, chair of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IPAC) and other 4 colleagues visited National Registration Center 
for Chemicals (NRCC)of Ministr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had a round table meeting. Ms. Xiuyun 
Guo, vice director of NRCC, welcomed AICM delegation. Leaders and colleagues from General Department, 
Registration Department,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Emergency Response and Nuo Cheng joined the 
meeting. 

Both sides reviewed the course of cooperation over the years and indicated that they would renew 
MoU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new situation and new topics,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All well exchanged on the updates of both parties and concerned topics especially on hazardous 
chemical legislation and registr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emergency response and on-line 
communication. 

2020 年 6 月 10 日上午，AICM 执行理事马一兵及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主席徐琨等一行 6 人拜访
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并座谈交流。登记中心郭秀云副主任，登记中心综合处、登记处、鉴别
分类部、应急响应部以及诺诚公司相关负责领导和同事参加了会议。

双方回顾了多年来的合作历程，均表示根据目前的新形势新话题更新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双
方合作交流。与会领导专家就共同关心的重点工作进行了深入探讨，着重对危险化学品立法与登记、
化学品危险性鉴定分类、化学事故应急相应以及线上交流会议等内容交换了意见。

AICM 拜访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并就危化品管理关注问
题进行座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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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ICM Participated in National Hazardous Chemical Standard 
Committee (SAC/TC251) Experts Meeting

National Hazardous Chemicals Standard Committee Experts Meeting was held on July 7th, 2020. AICM, 
as the committee expert member, participated in the experts meeting (online and offline) and discussed 
problems in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JT/T617 with experts from relevant stake holders. All experts 
discussed and raised key suggestions on ministries cooperation,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of regulations, 
enforcement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nd synchronous updating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tandards. The 
committee should summarize all suggestions to report to standardization administration for promot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standards.

As a valuable bridge platform, AICM has been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gulatory system in 
China for years. To further enhance the communications of industry with officials and technical experts, 
AICM will continue to serve as a bridge and platform, and promote a sound science & risk-based regulatory 
and standard system. 

2020 年 7 月 7 日，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家会议。作为第三届危险化学品标
委会专家委员，AICM 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讨论了 JT/T617 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同时，与会
专家还一起深入探讨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在部委协作、科学解读、基层执法和国内外同步更新等方
面的建议。标委会将梳理所有建议，并汇报给国家标准委来促进标准的适用性。

AICM 多年以来长期致力于危险化学品法规系统的完善与发展，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将一如既往
的为会员服务、搭建沟通的平台，持续构建科学、合理、基于风险防控的法规和标准体系。

AICM 参加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专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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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020 International Forum on Vehicle Eco-design & International Forum on China Automobile 
Material was successfully held from July 29-30. AICM attended the Forum as key supporting sponsor. 
This forum brings together officials from SMART, MIIT and MEE. Over 200 representatives from industry 
and enterprises attended the forum. This year marks the 8th consecutive supports of AICM to IFAM 
held by Catarc. Through the forum, we share the update and progress in product compliance, green 
and sustainable solutions, innovation from chemical manufacturers in auto supply chain. At this forum, 
AICM members Dupont and Polyplastics delivered speeches respectively as industry representatives in 
Lightweight Technology Solution Session and Key Material Data Service Session

AICM Supported the Successful Launch of 2020 IFAM 
Promoting Regulatory Exchanges along Supply Chains

8

AICM 继续支持车用材料国际论坛促进产业链各方法规交流

2020 年 7 月 29 日至 30 日，2020 中国汽车生态设计国际论坛暨车用材料国际论坛成功在天津
举办。作为会议的主要支持单位，AICM 受邀参加会议。本次大会邀请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以及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的领导。包括行业专家、研究机构和企
业代表在内的超过 200 人参加本次大会。 AICM 一直非常重视车用材料相关的政策和应用，致力于
推动和促进产业链各方的法规交流，此次也是 AICM 连续第八年支持中国汽车研发中心主办的这一
年度汽车材料国际盛会，借助会议平台，展示分享国内外汽车产业链相关的化学品制造商在产品合
规、材料创新方面的最新进展和成果。本次会议上，AICM 会员公司杜邦和宝理塑料作为行业代表
分别在汽车轻量化分会场和关键材料数据服务分会场做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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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M Support Emergency Management Exchange Seminar 
and Promotion Meeting of Law Popularization for Foreign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On August 6th, 2020, Shanghai Emergency Management Administ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Center of MEM jointly held Emergency Management Exchange seminar and Promotion 
Meeting Law-popularization for foreign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Leaders of Shanghai Emergency 
Management Bureau were invited to attend the meeting, and representatives of more than 50 foreign-
funded enterpris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France, Germany, Britain, Japan, South Korea and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as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gathered together to carry out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on the theme of safety. AICM actively supported this event and coordinated representatives 
from 30 member companies to attend.

The meeting introduced the implementation opinions on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safe production 
of hazardous chemicals of Shanghai municipality, the flood control task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hanghai 
Municipality, the latest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on fire safety of Shanghai Municipality, etc., and four foreign 
companies exchanged views after the speeches. AICM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member 
companies to communicate and interact with governments and experts, and promote safe production and 
compliance operation of member companies. 

9

2020 年 8 月 6 日，上海应急管理局和应急管理部国际合作交流中心在上海联合举办了在沪外资
企业应急管理交流研讨会暨普法活动推进会。会议邀请了上海应急管理局主要领导参加，并有来自美、
法、德、英、日、韩等国以及港澳台在内的 50 余家外资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安全主题开展交流
互动。AICM 积极支持此次活动，并协调约 30 家会员公司代表参会。

会议介绍了上海市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意见、上海市防汛任务及对策、上
海市消防安全最新法规政策等内容，并现场有四家外资公司代表进行了提问交流。AICM 将一如既往
地为会员公司提供与政府和专家交流互动的平台，促进会员公司安全合规的生产运营。

AICM 支持在沪外资企业应急管理交流研讨会暨普法
活动推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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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ugust 25, 2020, AICM was invited to industry roundtable organized by th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on the "Guidance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egistr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Draft for Comment)". Dr. Zhao Yu, Chairman of the Chemic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of AICM IPAC attended the meeting. Dr. Yu Zhao presented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Guidance from 
perspective of data requirements. 

AICM Attended MEE roundtable on Guidance10

AICM 参加生态环境部关于“12 号令指南”的座谈会

2020 年 8 月 25 日，AICM 受邀参加了生态环境部组织召开的行业座谈会，听取行业关于《新化
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指南（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化学品环境
管理分委会主席赵宇博士参加了会议。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化学品处杜科雄处长主持会议。由生态环境部固管中心专家介
绍了《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指南（征求意见稿）》的编制情况。随后与会领导和专家听取了行
业的意见和建议。赵宇博士代表 AICM 着重从数据要求角度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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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ep. 2nd, 2020,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IPAC General Meeting in Shanghai. Ms. Beryl MA, AICM 
Executive Director, briefed the antitrust code and chaired the morning session. AICM Board Directors, 
Mr. Ming Chien  (LANXESS, President of Asia Pacific Region) and Mr. Fernando Vallina (ExxonMobil Lead 
Country Manager – China) attended the meeting and gave the opening speeches. Mr. Chien and Mr. Vallina 
both indicated that with high involvement of member participation (>87%) in IPAC activities led by IPAC's 
leadership, IPAC's core value were well acknowledged by the board and member companies during the 
special period of Covid-19. It fully addressed members' common interest, emerging issues and specific 
concerns on chemical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fields. The priorities and evaluation were settled on 
those subjects with highest impact to members and upon member's needs. All sub-committees reported 
accomplishments and work plan in 2019 and 2020 in the whole day. 

AICM IPAC Successfully Organized Annual General Meeting 
2019-2020

11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成功举办 2019-2020 年度会议

2020 年 9 月 2 日，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IPAC）在上海成功举行了 2019-2020 年度会议，
共有来自 36 家会员公司的近 50 位代表参与了大会。协会执行理事马一兵女士到会并介绍了反竞争
法并主持会议。AICM 理事会成员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顾问理事朗盛亚太区总裁钱明诚先生与埃克
森美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万立帆先生参加了此次会议，并为大会做开场致辞。钱明诚先
生和万立帆先生均表示，在今年新冠疫情的特殊时期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会员公司的参与度达 87%
以上，其核心价值受到了董事会及会员公司的高度认可，在化学品管理和诸多应用领域方面能够全
面反映会员公司普遍关注问题、并积极回应紧急事务及特定需求。今年根据会员公司的需求进一步
调整了工作重点和评估系统。各分委会全天汇报 2019 年和 2020 年的工作成果和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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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M Co-organized Regulatory Workshop 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with CEFIC

AICM successfully held regulatory workshop 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on 
September 8 in Beijing, with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European Chemical Industry Council. Mr.DU, director 
of the Division of Chemicals, Department of Solid Wastes and Chemicals, MEE, and experts from SCC 
attended the workshop and had technical exchanges with the participants from AICM and CEFIC on the 
"Registration Guidance for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 More than 20 
representatives from AICM and CEFIC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including member representatives from 
BASF, Clariant,Covestro,ExxonMobil, Huntsman, as well as Lubrizol and Merck.

Ms. Beryl MA, AICM Executive Director chaired the workshop. AICM Board Directors, Mr. Fernando Vallina 
(Lead Country Manager – China) and Sylvie Lemoine, Executive Director of Product Stewardship of CEFIC 
delivered welcome remarks.Director DU and Ms. Wang Lei gave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to the "Registration 
Guidance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This workshop further deepene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AICM and the CEFIC where two parties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in 2019 to strengthe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nd further supporting 
science and risk-based management policy on chemicals. Later on, upon request from MEE, AICM 
experts continued technical discussion with Mr.DU and MEE experts. Experts from BASF, Covestro, Dow, 
ExxonMobil, Lubrizol, and Nouryon delivered thematic presentations on Guidance related topic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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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M 成功举办化学品环境管理法规研讨会

2020 年 9 月 8 日，AICM 在北京成功举办化学品环境管理法规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得到了欧洲
化学工业协会（CEFIC）的大力支持。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和化学品司化学品处杜科雄处长率化学品
处和固管中心的专家出席研讨会并就《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办法》及配套指南文件同与会代表
展开交流。AICM 和 CEFIC 共有 20 余位代表参会，包括来自巴斯夫、科思创、埃克森美孚、路博润、
默克等公司的代表。

AICM 执行理事马一兵女士主持会议。AICM 理事会成员、埃克森美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长万立帆先生和 CEFIC 产品监管执行总监 Sylvie Lemoine 共致欢迎辞。会上，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
和化学品司化学品处杜科雄处长和王蕾女士《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指南》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详
细介绍。欧洲化学工业协会（CEFIC）全球法规事务副主任 Mel Biring 在线上介绍了 CEFIC 对指南文
件的关注和意见反馈。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主席徐琨女士做会议总结，她表示 AICM 将持续构
建沟通交流平台，为化学品环境管理的法规做出贡献。 

本次研讨会基于 AICM 与 CEFIC 于 2019 年签署的合作谅解备忘录，旨在加强双方在化学品环境
管理领域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支持科学和基于风险的化学品环境管理法规。最后，应生态环境部要求，
AICM 专家组继续与杜科雄处长及各位专家进行技术讨论。来自巴斯夫、科思创、陶氏、埃克森美孚、
路博润、诺力昂的专家分别做了专题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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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M IPAC Workshop on Management Regulations in Life 
Science Applications Successfully Held

On September 17, 2020, IPAC Life Sciences Subcommittee held Workshop on Management Regulations in 
Life Science Applications in Shanghai. This workshop focused on the newly released draft " Specif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and Filing of New Cosmetic Ingredients ". A total of nearly 30 representatives from more than 
20 member companies participated in the workshop and put forward constructive opinions.

Director QI Liubin and Officials from Department of Cosmetics, NMPA also attended the workshop and 
communicated member companies' comments on the draft " Specif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and Filing of 
New Cosmetic Ingredients ". Director Qi and Officials from NMPA also visited Lubrizol's ingredient factory 
in Shanghai to understanding R&D and manufacturing of new ingredient. During the visit, representatives 
from AICM member companies also exchanged views on adverse reaction monitoring of new ingredient, 
data requirements, and quality specifications, based on which follow-up action plan was also devel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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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17 日，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生命科学分委会在上海召开化生命科学应用管理
法规研讨会。本次研讨会聚焦近期出台的《化妆品新原料注册和备案资料规范》 （征求意见稿）。
共有来自 20 余家公司的近 30 位代表参与前期工作组讨论并参加此次研讨会，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化妆品监管司监管一处戚柳彬处长及主要负责同志到会并调研了解 AICM
会员公司对《化妆品新原料注册和备案资料规范》（征求意见稿）的关注和反馈；戚柳彬处长一行
还走访了 AICM 会员公司路博润在沪工厂，详细了解化妆品新原料的研发和生产情况。调研期间，
戚柳彬处长及一处主要负责同志还与 AICM 会员公司就新原料不良反应监测、注册备案数据要求以
及质量规格等议题展开探讨，同时就下一步工作计划进行沟通。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成功举办生命科学应用管理法规
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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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ep. 21-22, 2020, CFSA organized food contact material migration test standard revision round table 
meeting in Beijing. The meeting invited more than 20 experts and enterprises representatives. AICM have 3 
representatives from 2 members to join in the meeting. 

Firstly, the experts responsible for the revision for this standard reported the work process respectively. 
And then the Secretariat led to discuss the clause one by one. The experts had a heated discussion on 
the definition of terms, basic requirements, screening methods, substitution tests of chemical solvents, 
determination of results and correction of results. The secretariat will make further modifications after the 
meeting and report them to national standard committee for review. AICM will liaise closely with policy 
makers on the revision of standards and provide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the industry.

AICM Attended Food Contact Material Migration Test 
Standard Revision Round Table Meeting

14

AICM 参加食品接触材料迁移试验通则标准修订研讨会

2020 年 9 月 21-22 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在北京组织召开食品接触材料迁移试验通则
标准修订研讨会。会议邀请标准修订专家和行业代表共 20 余人参加。AICM 两家会员公司代表受邀
参加。

会议由承担标准修订的专家组老师分别汇报了各自修订的工作进展。之后由秘书处带领与会代
表对每个条款进行了逐一的讨论。讨论过程中与会专家特别对术语定义、基本要求、筛查方法、化
学溶剂替代试验、结果判定和结果校正等内容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会后秘书处将进一步修改，并上
报标委会进行审查。AICM 将对标准修订与政策制定者保持密切沟通，提供行业科学可操作的实践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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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M Delegation Attended Round Meeting of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Law

On Sep. 23rd, 2020, AICM delegation attended round table meeting of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law in 
Beijing. The meeting invited Mr. Yanyun Wu of Policy and Regulation division, and Mr. Jingchun Fan of 
Hazardous chemical division to attend. AICM was invited, and specially organized IPAC Chair Ms. Karin Xu, 
RCC Chairman Mr. Xiao Li, IPAC Vice Chairman Mr. Bill Zhou and IPAC Hazardous Chemicals Sub-committee 
Chairman Mr. Dong Xie to attend. Meanwhile companies and the third party agencies also join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eeting, Mr. Wu introduced legislative process, main ideas and contents of 
hazardous chemicals safety law, and expressed to communicate with industrial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and operability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All participants gave positive feedbacks and shared their 
experiences. AICM experts centrally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core content on definition 
of hazardous chemical, small amount exemption, hazardous chemical storage and process safety and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expressed that through this legislation, we can straighten out the central 
and local guidance and operation, and coordinate communication between various ministries and division, 
and clarify boundaries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between enterprise and the government. In light of 
China's actual conditions, Mr. Wu and Mr. Fan responded one by one to questions and suggestions from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y. They hoped that they could continue to get positive and constructive solutions 
from all parties and provide practical help and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s legislation. AICM will always 
keep close communication with Ministry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ctively cooperate with various 
works, provide scientific suggestions and advanced experience, build a smooth communication platform for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and better serve member companie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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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23 日，AICM 代表团在北京参加应急管理部危险化学品安全法行业座谈会。会议邀
请了应急管理部政策法规司邬燕云司长和危化司范景春处长出席。AICM 受邀参加，并特别组织 IPAC
主席徐琨女士、RCC 主席肖利先生、IPAC 副主席周纪标先生和 IPAC 危化品分委会主席谢栋先生代表
参加。同时与会的还有其他公司及社会机构代表。

会议首先由邬燕云司长介绍了危险化学品安全法的立法过程、主要思路和内容，并表示希望与
行业企业进行沟通交流来提高法律法规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与会代表积极发言反馈建议和分享经
验。AICM 专家组集中地就危险化学品定义、少量豁免、危险化学品仓储以及过程安全和信息化建设
等核心内容提出了建议，并表示希望通过此次立法能理顺中央与地方的指导与操作，协调各部委间
分工和沟通，明确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权责边界。结合国情，邬司长和范处长对行业企业问题和建议
逐一地进行了回应，希望能继续获得各方积极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为政府立法提供切实的帮助和
支持。AICM 将一如既往地密切与应急管理部保持沟通，积极配合各项工作，提供科学的建议和先进
经验，为政府和企业搭建畅通的交流平台，更好地服务于会员公司。

AICM 代表团参加应急管理部《危险化学品安全法》
行业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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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M Joined in Food Related Product Quality safety and 
Supervision Management Technical Guidelines Round Table 
Meeting

On Sep. 24, 2020, SMAR food related product division organized food related product quality safety and 
supervision management technical guidelines round table meeting in Beijing. Mr. Chao Ji, Director of 
Product Quality Safety Supervision Management Department, was invited to attend the meeting, and made 
an important speech on the quality safety and supervision management measures of food-related products 
and th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of each material, focused on the management idea and purpose, and hope 
to get the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of the enterprise.

The meeting was chaired by Ms. Nannan Zang, director of food related products Department. First of all, 
the standard secretariat briefly introduced the drafting process and main contents of 13 material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And they hope to emphatically discussed product classification, produce proces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s of each material. All participants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on classification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s based on their enterprise conditions and product types, so as to improve the applicability 
of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AICM will continue to pay attention to monito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food 
related product standards to better serve member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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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24 日，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相关产品处在北京组织召开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与监
督管理技术规范企业座谈会。会议邀请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司嵇超司长参加，并就食品相关产品
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和各材质的技术规范做了重要讲话，重点明确了管理思路和目的，希望得到
企业的理解和支持。AICM 受邀参加。

会议由食品相关产品处臧南南处长主持。首先由标准秘书处简要介绍了 13 中材质技术规范的起
草过程和主要内容，并着重对每种材质里的产品分类、生产工艺和关键控制点进行讨论。参会企业
代表分别结合各自企业情况和产品种类，提出了对分类和关键控制点的建议，提高技术规范的适用性。
AICM 将持续关注相关标准在监督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为会员公司更好服务。

AICM 参加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与监督管理技术规范
企业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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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ctober 13, 2020, the Chemical Division of the Solid Waste Department of th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organized a roundtable on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The roundtable was held online and more than 30 representatives from industry 
associations and enterprises were presented. 3 AICM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member company were 
invited to the roundtable.

Director Du Kexiong of the Chemical Division of the Solid Waste Department of th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first introduced the background of the three technical guidelines. Experts form SCC,MEE 
and the Nanjing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introduced the contents, assessment procedures, and 
technical requirements of the three technical guidelines respectively. During the discussion, representatives 
raised advice on relevant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calculation methods and evaluation tools. Mr.Du and 
experts also provided feedback to these concerns. AICM will continue to monitor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related to chemical substances, and maintain close communication with policy makers, and contribute to 
the industry's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AICM Attended MEE Virtual Roundtable on Chemical 
Substances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Risks Assessment 
Related Technical Guidelines

2020 年 10 月 13 日，生态环境部固体司化学品处组织召开化学物质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技术导
则行业座谈会。本次会议以线上形式召开，邀请了行业协会和企业代表共 30 余人参加。AICM 及 3
位会员公司代表受邀参加。

生态环境部固体司化学品处杜科雄处长首先介绍了三项技术导则出台的背景。来自生态环境部
固管中心和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的相关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三项技术导则的主要内容、评估程序、
步骤和技术要求等。座谈讨论中，化学品处领导、相关负责同志及固管中心的专家集中听取了与会
代表对三项导则的意见和建议，并对相关技术要点、计算方法和评估工具进行了反馈。AICM 将持续
关注化学物质相关的法规和标准，并与政策制定者保持密切沟通，及时反馈行业声音，同时贡献行
业科学、可操作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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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M 参加化学物质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技术导则行业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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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ct 13, 2020, Department of Cosmetics, NMPA organized a roundtable on Material Specification on 
Cosmetic New Ingredient Registration, officials, and experts from NMPA and NIFDC, and other 30 industry 
representatives attended the roundtable including 3 AICM member companies.

This roundtable focuses on discussion of "Material Specification on Cosmetic New Ingredient Registration 
"(Exposure draft), and reviewed comments from industry in details. Experts from NMPA and NIFDC also 
provided feedback on some key comments regarding registration of cosmetic compound ingredients, the 
stability data requirements of new cosmetic ingredient, animal substitution test data requirements, and 
review of toxicological safety evaluation and the exemption of qualification requirements. AICM will further 
submit relevant positions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and continue to monitor the progress of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related to new cosmetic ingredient, maintain close communication with policy makers, and 
contribute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AICM Attended Roundtable on Material Specification on 
Cosmetic New Ingredient Registration

2020 年 10 月 15 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化妆品处在北京组织召开化妆品新原料注册备案资料
规范研讨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化妆品处领导及负责同志、审评专家和中检院专家出席会议，共
有行业和企业代表 30 余人参加本次研讨会。AICM 三家会员公司代表受邀参加。

研讨会聚焦近期发布的《化妆品新原料注册备案资料规范》( 征求意见稿 )。 与会专家详细介绍
了反馈意见的情况，并对行业反馈较为集中的意见进行了逐条讨论和解读，包括化妆品复配原料的
申报、化妆品新原料稳定性资料要求、动物替代试验资料要求、毒理学安全性评价综述及资料要求
豁免等。AICM 将根据研讨会讨论情况进一步提交相关建议和内容，并持续关注化妆品新原料相关的
法规标准进展，与政策制定者保持密切沟通，贡献行业科学、可操作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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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M 参加化妆品新原料注册备案资料规范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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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ct 22, 2020, MIIT working group o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products pollution prevention standards 
held technical review meeting on industry standards "Risk Assessment Guidelines for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in Shenzhen. CESI, standard drafting team and experts attended the 
review meeting. AICM,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andard was also invited to the meeting. Ms. 
Jiuni Shu, performance chemical sub-committee co-chair and Ms. He chang, IPAC manager, attended the 
meeting on behalf of AICM.

Ms. Guo Li first introduced the background and revision process of this standard. This standard was a 
revision to its 2014 version to incorporate industry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Experts and representatives 
discussed contents in the standard with focus on terms and definitions, risk identification regarding 
material, design and supplier, and risk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AICM will further monitor standard 
development in electronic industry, and contribute practical experiences for better implementation.

2020 年 10 月 22 日，工信部电器电子产品污染防治标准工作组在深圳组织召开电子行业标准《电
器电子产品中有害物质风险评估指南》审定会。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及标准起草组和专家组
代表 30 余人参加本次审定会。AICM 作为标准起草的参与单位受邀参加，功能化学品分委会联合主
席舒九妮女士和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经理贺畅代表 AICM 参加会议。

审定会上，标准起草负责人果荔女士首先介绍了标准修订的背景和过程，本标准是对 SJ/T 
11467-2014《电子电气产品中有害物质风险评估指南》的修订。随后专家组逐一讨论了标准修订稿
的内容，详细探讨了术语和定义的准确性，与材料、设计和制造过程、供应商相关的风险识别，风
险分析和评价及风险应对。AICM 将持续关注电子行业的法规标准进展，贡献行业科学、可操作的实
践经验，提高标准的实用性。

AICM Attended MIIT Standard Review Meeting on Risk 
Assessment Guidelines for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AICM 参加《电器电子产品中有害物质风险评估指南》审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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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ct, 23rd, 2020, AICM, as working group member, attended China RoHS Forum and annual meeting 
of MIIT electrical electronics products pollution prevention standards working group in Shenzhen.150 
participants from working group attended this meeting. Ms. Jiuni Shu, performance chemical sub-
committee co-chair and Ms. He Chang, IPAC manager, also attended the meeting on behalf of AICM.

Staff for Working Group Secretariat reported 2019-2020 work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 and also 2021 
workplan. The working group will focus on standard research and promote policy regulations on restricted 
substances. Later on, detailed introduction and presentation was delivered regarding two standard 
development "Guidelines for Risk Assessment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and "Reliability Evaluation Method for Lead-Free Solder Joints". Finally, all members of the 
working group voted on the two agendas, including the proposed standards and the recruitment of new 
members. AICM will continuously participate in various activities and keep monitoring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 updates.

AICM attended China RoHS Forum and Annual Meeting of 
MIIT Working Group o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Products 
Pollution Prevention Standards

2020 年 10 月 23 日，AICM 参加在深圳召开的 China RoHS 标准论坛暨电器电子产品污染防治标
准工作组全体会议。本次论坛有来自工作组成员单位的 150 名代表参加。功能化学品分委会联合主
席舒九妮女士和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经理贺畅代表 AICM 参加会议。

工作组全体会议上，秘书处汇报了 2019-2020 年度工作总结，各项活动开展情况，及 2021 年工
作计划。未来，工作组将继续加强标准化研究与修订，持续宣贯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相关政策标准和
法规。随后，工作组分别就《电器电子产品有毒物质风险评估指南》（送审稿）和《无铅焊点可靠
性评价方法》（送审稿）等两项标准进行了详细介绍。最后，全体工作组成员就拟报批标准及新成
员加入等两项议程进行投票。AICM 将继续参加工作组各项活动，配合工作组推动电器电子产品污染
防治标准化工作的开展，持续关注相关标准制定和实施的趋势。

AICM 参加 China RoHS 标准论坛暨电器电子产品污染防治标
准工作组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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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ct. 23, 2020,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food contact adhesive standard revision round table 
meeting in Beijing. We invited 3 CFSA experts to introduce the standard revision status, main principles 
and concerns, and share the drafted positive list for discussions. AICM organized 13 representatives from 
10 member companies to join in the meeting. All members fully discussed with experts and express that 
this standard is very important for adhesive industry. We hope to further study industry polymer list and 
provide more detailed supporting materials. AICM will always be committed to providing exchange platform 
to enhance communications and support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development.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Food Contact Adhesive 
Standard Revision Round Table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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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23 日，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IPAC）在北京成功举行了食品接触用粘合剂
标准修订研讨会。会议邀请了 3 位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专家为大家介绍了标准的修订现在，
主要原则和问题，并分享了正在制定中的物质清单草案。AICM 特别组织了 10 个会员公司的 13 位代
表参加会议。所有会员公司代表与专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表示此次标准修订对胶粘剂行业非常
重要。我们希望进一步梳理和研究行业的聚合物清单，并提供更详实的支持性文件。AICM 也将一如
既往地为广大会员提供交流平台，支持法律法规的制定。

AICM 成功组织食品接触用粘合剂标准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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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29 日，AICM 成功组织举办了上海安全生产条例修订座谈会。会议邀请了上海市
人大、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应急管理局的相关领导人员出席，同时有 30 名会员公司代表参加了此次
活动。

会议首先由上海市应急管理局丁立处长介绍了会议的目的和意义，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副
主席周纪标先生简要介绍了 AICM。会议由 AICM 会员逐条详细地解释了提出的建议和理由，在场的
政府专家一一进行了回应，并与企业代表进行讨论。金茂所 EHS 律师团队结合实践分享了专题分享。
AICM 希望搭建政府和企业的良好的沟通桥梁，争取面对面交流外企的建议和实践经验。

AICM Co-organized Shanghai Work Safety Rules Round 
Table Meeting

22

On Oct. 29, 2020, AICM co-organized Shanghai works safety rules round table meeting in Shanghai. The 
meeting invited relevant leaders of Shanghai People's Congress, Shanghai Justice Bureau and Shanghai 
Emergency Management Bureau, and 30 representatives of AICM member companies participated in the 
activit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eeting, Director Ding Li of Shanghai Emergency Management Bureau introduced 
the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meeting. Mr. Bill Zhou, vice chairman of AICM Industrial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briefly introduced AICM. At the meeting, AICM members explained the suggestions 
and reasons one by one, and the government experts responded and discussed with all representatives. 
The EHS lawyer team of Jinmao Law Firm shared the special topics with practice .AICM hopes to build a 
good communication bridg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and strive for face-to-face exchange on 
suggestion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member companies.

AICM 成功组织举办上海安全生产条例修订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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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Nov. 17th , 2020, AICM IPAC successfully organized Automobile Application Material Regulations and 
Management Workshop in Shanghai. 42 participants joined in this event. Mr. Sharp Tan, as Performance 
Chemical sub-committee chair, hosted the meeting and delivered welcome remarks. 

Four experts from CATARC were invited to make keynote speech on regulatory topics. They provided 
informative information on ELV management and progress, revision of prohibited substances in auto, as 
well as CAMDS update. Experts also introduced auto market in 2020, auto materials allocation on the 
market and carbon management of auto sector, and how it will shape the supply chain. On behalf of raw 
materials producers, AICM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related regulations on automobile application field, and 
continuously maintained communications and interactions with CATARC and stakeholders in the supply 
chain to provide high quality and efficient platform and service.

AICM Organized 2020 Automobile Application Material 
Regulations and Management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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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17 日，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在上海成功举办了 AICM 汽车应用材料法规和管
理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吸引了 42 名代表参加。功能化学品分委会主席谭业操先生主持会议，并致欢
迎辞。

本次研讨会特别邀请了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CATARC）的专家，从不同维度对我国汽车相关
的政策法规进行了详细介绍和解读。包括我国汽车行业 ELV 管理的现状和研究进展，配套的汽车禁
用物质标准修订情况，及 CAMDS 升级进展等。CATARC 专家还向大家分享了今年中国汽车市场的运
行情况、车用材料应用的现状，以及汽车碳排放管理对供应链的影响。针对上述议题，与会代表们
展开了热烈的讨论。AICM 将密切关注汽车应用领域材料相关的法规和标准，并持续与 CATARC 和供
应链上各方保持交流和互动，构建交流平台、为会员公司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AICM 成功举办 2020 年汽车应用材料法规和管理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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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ct. 23, 2020, AICM successfully held an exchange meeting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lastics 
used in food contact in Beijing. A total of 13 representatives from 10 member companies attended the 
meeting. 

In recent years, governments and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actively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lastics. As a raw material supplier, AICM member companies provide chemical materials for various 
fields, especially plastic products. Therefore, we have been paying attention to plastic recycling and other 
aspec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ICM member companies will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discussion 
on relevant regulations,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Plastic, as the most used material in food packaging,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discuss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ICM and member 
companies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recycling and safe use of food contact plastics and the effective 
use of biodegradable materials. 

Key experts from SAMR, NHC, Customs and other departments were specially invited to talk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industry enterprises. AICM member representatives (SABIC and BASF) shared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ideas on chemical recovery of plastics monomer and circular economy in food 
packaging. The experts and representatives had a warm interaction on hot issues of chemical recycling, 
technical feasibility, product compliance and market prospect. 

AICM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a communication platform for the revis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at the same time pay attention to the hot trends of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y, so as to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compliance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Food Contact Plastics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Exchange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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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18 日，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IPAC）在北京成功举办了 AICM 食品接触用塑
料可持续发展交流会。会议共有 10 个会员公司的 13 位代表参加会议。

近年来，各国政府和组织积极提倡塑料的可持续发展。AICM 会员公司作为原材料供应商，为各
个领域提供化工材料，特别是塑料产品。所以我们也一直关注塑料的回收、循环等可持续发展方面
的内容，与此相关的法规、标准和技术会员公司都会积极参与讨论。塑料作为食品包装中使用最多
的材质，也越来越成为可持续发展讨论中的重要议题。AICM 及会员公司非常关注食品接触用塑料的
规范回收和安全使用，以及可生物降解材料的有效利用。

会议特别邀请了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卫健委、海关等部门的多位专家与行业企业代表畅谈交流。
AICM 两家会员代表（SABIC 和 BASF）分享塑料单体化学回收和食品包装领域循环经济方面的认识和
想法。与会专家和代表对化学回收的热点问题、技术可行性、产品安全合规以及市场前景等方面进
行了热烈的互动。

AICM 将一如既往地为法律法规的制修订提供交流平台，同时关注行业企业热点动态，为企业合
规和高效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AICM 成功组织食品接触用塑料可持续发展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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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Nov. 19-20, 2020, AICM successfully c0-organized 2020 international food contact material safety forum 
in Beijing. AICM have been closely working with FCM expert committee of CFIA and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Food Contact Material Testing (Guangzhou, Changzhou and Ningbo) six years, to organize this forum. For 
the first time, the forum adopted the combination of offline and online methods, and invited 18 domestic 
and foreign government experts and industry representatives to share and exchange ideas on domestic and 
foreign regulations, risk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od contact materials. More than 
300 representatives from more than 100 enterprises in the food contact material industry participated in 
the offline meeting, among which AICM organized 34 representatives from 25 companies to attend the 
meeting.

Experts from NHC, SAMR, Customs and other departments shared their wonderful speeches on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food contact materials standard, the progress of safety standards for each material, testing 
methods, follow-up evaluation and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industry, AICM 
shared the industry's compliance practices, key pain points and initiative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national standards. During the forum, experts and representatives had extensive and in-depth exchanges 
on the difficulties and specific issu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through 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s and off-site interactions.

AICM always insists on expanding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all stakeholders, and builds 
the communication platform for member companies, hoping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food 
contact material safety and compliance management.

AICM Successfully Co-organized 2020 International Food 
Contact Material Safety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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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19-20 日，AICM 在北京成功合办了 2020 国际食品接触材料安全论坛。AICM 连续
六年与中国食品工业协会食品接触材料专业委员会、国家食品接触材料检测重点实验室（广东、常
州、宁波）紧密合作，共同组织举办该论坛。此次论坛首次采用线下和线上结合的方式，邀请 18 位
国内外的政府专家和行业代表，围绕食品接触材料的国内外法规、风险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等话题进
行了分享和交流。论坛共有来自食品接触材料行业 100 多家企业的 300 多位代表参加线下会议，其
中 AICM 组织了来自 25 家公司的 34 名代表参会。

论坛由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海关等部门的标准制修订专家分享了食品接触材料的产品安全
标准整体框架、各材质安全标准进展、检测方法、跟踪评价以及监督抽查等方面的精彩演讲。作为
行业代表，AICM 针对在新国标实施后行业的合规实践、重点痛点以及倡议做了精彩的分享。论坛期间，
各位专家和参会代表通过问答环节和场下互动等方式就法规标准的实施难点和具体问题进行了广泛
而深入的交流。

AICM 一直坚持扩大与各方的沟通和合作，为广大会员公司搭建交流平台，希望推动食品接触材
料安全和合规管理的不断进步。

AICM 成功联合举办 2020 国际食品接触材料安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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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M co-organize annual meeting of the Chemical 
Environmental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mmittee and 
Host New Chemical Workshop

26

The 2020 annual meeting of the Chemical Environmental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mmittee was held 
in Beijing from November 24th - 27th . This meeting was organized by Chinese Society of Environment, and 
the Solid Waste and Chemical Management Technology Center of th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AICM, as the co-organizer was invited to this annual meeting, Ms. Karin XU, Chairman of AICM IPAC, 
attended the meeting with many other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This year, with the release of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egistration Measures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and the supporting Guidelines for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egistr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this annual meeting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The annual meeting focused on 
topics such as chemical environmental safety and risk control, chemical ecological toxicology, and exposure 
assessment. AICM toxicology expert, Dr. Huiting Chen from ExxonMobil gave a report to the conference on 
the topic of "PBT Properties and Risk Assess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During the annual meeting, AICM organized a workshop on chemic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regulations with SCC. experts from SCC was invited to discuss major changes in the 
management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under Order 12 and the requirement under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and discuss hot issues of concern to the industry. More than 100 
member representatives also joined the workshop online.

AICM化学品环境管理法规专题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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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专业委员会年会于 11 月 24 日 -27 日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环
境学会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专业委员会、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主办，AICM 作
为本届年会的协办单位， 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主席徐琨女士携手多家跨国企业参加此次盛会。

今年，随着《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办法》和配套的《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指南》指南
的相继发布，本届年会倍受关注。年会聚焦化学品环境安全与风险管控、化学品生态毒理与暴露评
估等议题。AICM 毒理学专家、来自埃克森美孚的陈慧婷博士以“化学物质的 PBT 属性与风险评估”为
题向大会做报告。

AICM 化学品环境管理分委会在年会期间联合固管中心组织化学品环境管理法规专题研讨会，会
议邀请固管中心的专家就 12 号令下新化学物质管理思路的改变及新化学物质环境监督管理工作要求
进行解读，并就行业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探讨。本次会议以线下线上结合的方式召开，吸引了超过
100 位会员代表参加。

AICM 协助举办 2020 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专委会年会并组织
化学品环境管理法规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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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4 日，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会（IPAC）在上海组织了 AICM 与中国油墨工业协
会交流会，就目前正在制定的食品接触用油墨标准深入地交换了想法和建议。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共有 12 家 AICM 会员公司的 14 位代表参加会议，另外中国油墨工业协会也有 8 家会
员公司的 14 位代表也参加会议。

会议由 AICM 食品安全分委会小组代表卞华松博士和罗凌丽经理向大家介绍了标准目前的修订
进展和背景，以及作为上游材料供应商对标准制定的建议。油墨协会的参会代表也分享了他们在产
业链上对法规标准的看法和行业建议。双方就标准中的正面清单、信息传递及实施中的问题进行了
深度沟通，并表示希望积极合作能促进油墨行业合规发展。

AICM 将一如既往地为法律法规的制修订提供交流平台，同时聚焦行业热点，为会员企业合规和
高效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Exchange Meeting with China 
Ink Industry Association

27

On December 4, 2020, AICM Industrial Policy Promotion Committee (IPAC) organized a meeting in Shanghai 
between AICM and China Ink Industry Association to exchange in-depth idea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ongoing 
development of ink standards for food contact. The conference adopts the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14 representatives from 12 AICM member companies attend the conference, and 14 representatives from 8 
member companies of China Ink Industry Association also attend the conference.

At the meeting, AICM food safety sub-committee group representatives Dr. Sam Bian and Ms. Lingli Luo 
introduced the progress and background of the current revision of the standard, as well as the suggestions of 
the standard formulation as the upstream material suppliers.Ink association representatives also shared their 
views on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in the industry chain and industry recommendations. The two sides on the 
standard positive list, information transfer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issue of in-depth communication, and 
expressed the hope that active cooperation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k industry compliance.

AICM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a communication platform for the revis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focus on 
industry hot spots to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e compliance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member enterprises.

AICM 成功组织与中国油墨工业协会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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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Nov. 19-20, 2020, AICM successfully c0-organized 2020 international food contact material safety forum 
in Beijing. AICM have been closely working with FCM expert committee of CFIA and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Food Contact Material Testing (Guangzhou, Changzhou and Ningbo) six years, to organize this forum. For 
the first time, the forum adopted the combination of offline and online methods, and invited 18 domestic 
and foreign government experts and industry representatives to share and exchange ideas on domestic and 
foreign regulations, risk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od contact materials. More than 
300 representatives from more than 100 enterprises in the food contact material industry participated in 
the offline meeting, among which AICM organized 34 representatives from 25 companies to attend the 
meeting.

Experts from NHC, SAMR, Customs and other departments shared their wonderful speeches on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food contact materials standard, the progress of safety standards for each material, testing 
methods, follow-up evaluation and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industry, AICM 
shared the industry's compliance practices, key pain points and initiative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national standards. During the forum, experts and representatives had extensive and in-depth exchanges 
on the difficulties and specific issu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through 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s and off-site interactions.

AICM always insists on expanding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all stakeholders, and builds 
the communication platform for member companies, hoping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food 
contact material safety and compliance management.

AICM Successfully Organized 2020 Hazardous Chemical and 
Site HSE Annual Regulatory Worksho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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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10 日，AICM 产业政策促进委员在上海成功举办 2020 危险化学品和工厂 EHS 法规
年会。会议共有来自 43 家会员公司的 102 位代表参加。

作为 IPAC 一年一度的重要活动，产业政策促进委员副主席周纪标先生向大家致欢迎词，并表示
我们的法规年会立足结合当年法规的热点动态，为大家总结、分析和解读对会员公司影响较大的法
律法规，促进我们与政府专家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沟通，同时帮助我们更好地做好合规工作。今年
我们盛情邀请了应急管理部、生态环境部和海关等部门的相关专家和会员公司专家集中解读了危险
化学品的登记及系统、危险化学品及包装的进出口检验、危险化学品监管检查、国家危险废物管理
以及危险化学品安全法等方面法律法规。在讨论环节，会员公司代表与专家们对危险化学品和危险
废物管理的各个环节的规定和设计都进行了热烈和务实的讨论，对会员公司理解法规的制定初衷以
及解决实际问题都有很大帮助。

作为化工原材料生产商代表，AICM 将持续推进与政府、研究机构和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和交流，
为行业和会员公司共同关心的化学品和废物管理等话题提出科学合理的建议，促进我国法律法规制
修订和可操作性。

AICM 成功举办 2020 危险化学品和工厂 EHS 法规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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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cember 18, 2020, the AICM workshop on coatings and VOC regulations was successfully held. This 
workshop focused on industrial coating and VOC policies and management under the 14th Five-Year 
Plan. Representatives from 12 member companies attended the workshop. Mr. LI Danhof, co-chair of the 
Performance Chemicals Subcommittee delivered an opening remark.

Dr. Miao Ning from the Environmental Planning Institute of th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was 
invited to introduce industrial coating VOC regulations and management over the fourteenth five-year 
plan period; Dr. Ning gave a detailed interpretation of key VOC management sectors, key substances to 
be put under control, and key management measures. Meanwhile, researcher Zhang Guoning from the 
Institute of Standard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was also invited to give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to the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Unorganized Emission Control Standards" from a practical 
level, covering the scope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tandard, typical VOCs unorganized emission source 
control, and standards implementation and supervision.

AICM Organized 2020 Coating and VOC Regulation Workshop29

2020 年 12 月 18 日，AICM 产业政策委员会成功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办了涂料和 VOC 法
规研讨会。本次研讨会聚焦十四五期间我国工业涂装和 VOC 政策和治理思路，吸引了来自 12 家会
员公司的代表参加。功能化学品分委会联合主席李丹禾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研讨会邀请了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宁淼博士为会员介绍十四五工业涂装 VOC 治理思路；
宁博士从重点治理领域、重点管控物质和主要措施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解读。会议还邀请了中国环境
科学研究院标准所的张国宁研究员从实操层面对《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进行了
细致的介绍，涉及标准适用范围、典型 VOCs 无组织排放源控制、标准实施与监督等方面。挥发性
有机物排放控制仍是十四五大气污染防治的核心抓手之一，AICM 将持续与相关政策和标准制定方
保持密切沟通，积极贡献行业的实验经验，并将会员公司在相关标准执行过程遇到的困惑和问题及
时反馈给标准指定方，持续构建科学、合理、基于风险防控的法规和标准体系。

AICM 成功举办 2020 年度涂料和 VOC 法规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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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23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器电子产品污染防治标准工作组在北京召开专家审定
会，讨论并审定《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管理与实施评价指南》。业内 15 位专家参加了此次会议。
AICM 作为标准工作组成员，受邀参加审定会。本标准是一项推荐性的行业标准，旨在落实我国《电
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提供切实可行的有害物质管控实施指南和管理要素评价
方法。审定会上，起草组首先介绍了标准制定背景、制定过程以及主要技术内容。随后，专家组逐
条讨论了前期征集的各项建议，并对标准的正文部分进行了细致的研读和讨论。

下一步，起草组将根据专家审定会上的建议，进行必要修改，形成报批稿，正式向上报批本标准。
AICM 将持续关注电子行业的法规标准进展，贡献行业科学、可操作的实践经验，提高标准的实用性。

AICM Attended Review Meeting on Guidance for 
management and assessment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products

30

On December 23, the Working Group on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andards for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MIIT held an expert review meeting in Beijing to discuss and review the "Guidance 
for management and assessment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products" . Fifteen 
experts from the industry attended the meeting. As a member of the standard working group, AICM was 
invited to attend the review meeting.

This standard is a recommended industry standard, which is to implement China's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or the Restrictive Use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and to 
provide practic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control and evaluation. At the 
review meeting, the drafting group first introduced the background, process, and main technical contents 
of the standard formulation. Subsequently, the expert group discussed the comments collected in the 
previous round and had detailed discussion on the technical parts of the standard.

AICM 参加《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管理与实施评价指南》专
家审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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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25 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召开化妆品行业协会座谈会，与行业展开面对面的沟
通交流。国家药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颜江瑛出席会议并讲话，出席会议的还有国家药监局化妆品
监管司的相关领导和负责同志。AICM 及其他 10 多家行业协会、商会等代表参加了座谈。

双方介绍了 2018 年业务进展情况以及沟通了各自领域新形势新变化，对下一步采用信息化、数
字化和大数据技术解决化学品安全管理难点问题进行了交流，并重点对危险化学品登记、化学品危
险性鉴定分类、化学事故应急救援、应急处置培训及研讨会等进行了深入讨论，探讨了下一步化学
品安全管理合作事宜。《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已于 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与之配套的法规文
件也在紧锣密鼓的制修订进程之中。AICM 将持续构建搭建沟通的平台，为构建科学、合理、基于风
险防控的法规和标准体系做出行业贡献。

（图片来源：国家药监局）

AICM Attended NMPA Cosmetic Industry Roundtable 
Meeting

31

On December 25,2020, the National Medical Products Administration held a roundtable meeting on 
cosmetics related regulations with industry associations. Ms. Yan Jiangying, member of the Party Leadership 
and Deputy Director of the NMPA, attended the meeting and delivered a speech. AICM and more than 10 
other industry associations, chambers were invited to the roundtable meeting.

At the meeting, the Cosmetics Supervision Department, NMPA first introduced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and technical pillars of the newly released Regulations on Cosmetic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as 
well as the supervision focus and workplan in the near future following the new regulation. Subsequently, 
representatives from industry associations presented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regarding regulatory 
documents and implementation. Wells XIE from AICM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made presented 
recommendations on cosmetics supervision, especially setting a transition period for the submission of 
cosmetic raw material quality and safety information, and Wells also introduced AICM work plan new year 
on cosmetics.

The "Regulations on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Cosmetics" took effect on January 1, 2021, and the 
supporting regulations and documents are also in the process of intensive revision. AICM will continue 
to build a communication platform to make industry contribution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cientific, 
reasonable, and risk -based regulatory and standard framework.

AICM 参加国家药监局化妆品行业协会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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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I. IPAC Key Regulations/Standards_ 2020
重大法律、法规、标准汇总

Items
序号 

Subject
内容

Duty 
Authorities 
主管部门

Issued Date/
Implementation
发布 / 执行日期

I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Related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相关

1

应急管理部关于征求 9 项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意见
的函
Notice on soliciting comments on 9 national standards (draft 
for comments)
https://www.mem.gov.cn/hd/zqyj/202001/
t20200122_343734.shtml

MEM Jan. 22,2020

2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危险
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
The Opinions on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the work of 
hazardous chemicals safety

CPC/State 
Council

Feb. 26, 2020

3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两项规范征求意见
2 specifications of packing for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MEM Mar. 6, 2020

4

《固体氰化物包装》等 5 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报批公示
Announcement on "Solid cyanide packaging" and other 5 
mandatory national standards for approval 
https://www.miit.gov.cn/zwgk/wjgs/art/2020/art_2fd1a2e9
773f441c8546e74f9e2d392f.html

MEM/MIIT Mar. 12, 2020

5

关于征求《危险化学品储存通则（征求意见稿）》等五
项标准修改意见的函
Notice on the revision of five standards, including the 
General Rules for the Storag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Draft 
for Comments)
https://www.mem.gov.cn/hd/zqyj/202003/
t20200327_346192.shtml

MEM Mar. 31, 2020

6

《交通运输部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生产工
作的意见》
The Opinions on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Hazardous 
Chemicals Transportation Safety Production Works of MOT
http://xxgk.mot.gov.cn/jigou/aqyzljlglj/202005/
t20200506_3371274.html

MOT May 6, 2020

7

《化工园区综合评价导则》和《智慧化工园区建设指南》
两个标准送审稿
Two standards, Guidelines fo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Chemical Industry Parks and Guidelines for Construction of 
Smart Chemical Industry Parks

MEM May 8, 2020

8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
Measure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Road Transportation 
Safety of Dangerous Goods

MEM/MOT May 8, 2020

https://www.mem.gov.cn/hd/zqyj/202001/t20200122_343734.shtml
https://www.mem.gov.cn/hd/zqyj/202001/t20200122_343734.shtml
https://www.miit.gov.cn/zwgk/wjgs/art/2020/art_2fd1a2e9773f441c8546e74f9e2d392f.html
https://www.miit.gov.cn/zwgk/wjgs/art/2020/art_2fd1a2e9773f441c8546e74f9e2d392f.html
https://www.mem.gov.cn/hd/zqyj/202003/t20200327_346192.shtml
https://www.mem.gov.cn/hd/zqyj/202003/t20200327_346192.shtml
http://xxgk.mot.gov.cn/jigou/aqyzljlglj/202005/t20200506_3371274.html
http://xxgk.mot.gov.cn/jigou/aqyzljlglj/202005/t20200506_33712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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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发布 / 执行日期

9

关于征集《化工企业变更管理实施指南（征求意见
稿）》 等三项团体标准修改意见的函
3 group standards of <Guideline for management of 
change for chemical enterprise>
http://www.chemicalsafety.org.cn/detail.
php?oneid=37561

MEM/CCSA Jun. 2, 2020

10

《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目录 ( 第一版 )》
Catalogue of Specially Controlled Hazardous Chemicals 
(First Edition) 
http://www.mem.gov.cn/hd/zqyj/201910/
t20191018_337802.shtml

MEM/MOT/
MPS/MIIT May 30, 2020

11

关于征求《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淘汰退出
和整顿提升细则》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淘
汰落后技术装备目录（第一批）意见的函）》
Soliciting <Detailed Rules for Eliminating Withdrawal 
and Promotion of Chemical (Hazardous Chemicals) 
Enterprises> and <Catalogue of Eliminating Backward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in the Safe Production of 
Hazardous Chemicals (the First Batch)>
http://www.mem.gov.cn/gk/tzgg/tz/202007/
t20200703_355726.shtml

MEM Jul. 6, 2020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三、四条讨论
Articles 3 and 4 of the Amendment to the Crimina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www.gov.cn/xinwen/2020-12/27/
content_5573660.htm

NPC Jul. 10, 2020

13

应急管理部 司法部 全国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关于开
展第二届全国应急普法知识竞赛活动通知
Notice on the Second National Emergency Law 
Knowledge Competition of MEM, MoJ and National 
Popularization of Legal Knowledge Office

MEM Jul. 16, 2020

14
《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实施指南》征求意见
Guideline for the Catalogu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2015 edition)

MEM Aug. 5, 2020

15

关于征求《特种作业目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Letter for soliciting opinions on Catalogue of Special 
Operations (Draft for Soliciting Opinions)
https://www.mem.gov.cn/hd/zqyj/202008/
t20200826_357756.shtml

MEM Sep. 2, 2020

16

《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征求意见
稿 Provisions on Supervision of Railway transportation 
of Dangerous Goods 
http://www.mot.gov.cn/yijianzhengji/
dangqianzhengji/202009/t20200917_3466340.html

MOT Sep. 18, 2020

http://www.chemicalsafety.org.cn/detail.php?oneid=37561
http://www.chemicalsafety.org.cn/detail.php?oneid=37561
http://www.mem.gov.cn/hd/zqyj/201910/t20191018_337802.shtml
http://www.mem.gov.cn/hd/zqyj/201910/t20191018_337802.shtml
http://www.mem.gov.cn/gk/tzgg/tz/202007/t20200703_355726.shtml
http://www.mem.gov.cn/gk/tzgg/tz/202007/t20200703_355726.s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20-12/27/content_5573660.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0-12/27/content_5573660.htm
https://www.mem.gov.cn/hd/zqyj/202008/t20200826_357756.shtml
https://www.mem.gov.cn/hd/zqyj/202008/t20200826_357756.shtml
http://www.mot.gov.cn/yijianzhengji/dangqianzhengji/202009/t20200917_3466340.html
http://www.mot.gov.cn/yijianzhengji/dangqianzhengji/202009/t20200917_34663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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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关于向社会公开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
品安全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Law of PRC
https://www.mem.gov.cn/gk/tzgg/tz/202010/
t20201002_368140.shtml

NPC Oct. 12, 2020

II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Related 化学品环境管理

1

关于 2019 年第 7 批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证常规
申报审查情况的公示 Announcement on the 7th batch 
review of the regular notific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for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in 2019
http://www.mee.gov.cn/ywgz/gtfwyhxpgl/hxphjgl/
xhxwz/202002/t20200228_766587.shtml

MEE Mar. 2, 2020

2

关于 2019 年第 8 批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证常规
申报审查情况的公示 Announcement on the 8th batch 
review of the regular notific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for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in 2019
http://www.mee.gov.cn/ywgz/gtfwyhxpgl/hxphjgl/
xhxwz/202002/t20200228_766595.shtml

MEE Mar. 2, 2020

3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办法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egistration Measures on 
New Chemical Substance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2/202005/t20200507_777913.html

MEE May 7, 2020

4

关于拟增补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的第 1
批化学物质信息的公示
http://www.mee.gov.cn/ywgz/gtfwyhxpgl/hxphjgl/
wzml/202003/t20200309_767815.shtml

MEE Mar. 9, 2020

5

关于增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的公告 
Announcement on Supplementing the "Inventory of 
Existing Chemical Substances in China"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2005/t20200508_778159.html 

MEE May 6, 2020

6

关于公开征求《关于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有
关衔接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Notice on call for comments regarding transitional 
working arrangements regarding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egistr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6/202006/t20200603_782493.html?keywords= 

MEE June 3,2020

7

各类监控化学品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
化部令 第 52 号）
Catalogue of Monitored Chemicals (MIIT No.52)
https://ythxxfb.miit.gov.cn/ythzxfwpt/hlwmh/zcwj/
xzxk/jkhxp/art/2020/art_77e1c07ef90747b6b978f10cf4
944e51.html

MIIT June 9,2020

https://www.mem.gov.cn/gk/tzgg/tz/202010/t20201002_368140.shtml
https://www.mem.gov.cn/gk/tzgg/tz/202010/t20201002_368140.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gtfwyhxpgl/hxphjgl/xhxwz/202002/t20200228_766587.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gtfwyhxpgl/hxphjgl/xhxwz/202002/t20200228_766587.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gtfwyhxpgl/hxphjgl/xhxwz/202002/t20200228_766595.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gtfwyhxpgl/hxphjgl/xhxwz/202002/t20200228_766595.s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2005/t20200507_777913.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2005/t20200507_777913.html
http://www.mee.gov.cn/ywgz/gtfwyhxpgl/hxphjgl/wzml/202003/t20200309_767815.shtml
http://www.mee.gov.cn/ywgz/gtfwyhxpgl/hxphjgl/wzml/202003/t20200309_767815.s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05/t20200508_778159.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05/t20200508_778159.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6/t20200603_782493.html?keywords=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6/t20200603_782493.html?keywords=
https://ythxxfb.miit.gov.cn/ythzxfwpt/hlwmh/zcwj/xzxk/jkhxp/art/2020/art_77e1c07ef90747b6b978f10cf4944e51.html
https://ythxxfb.miit.gov.cn/ythzxfwpt/hlwmh/zcwj/xzxk/jkhxp/art/2020/art_77e1c07ef90747b6b978f10cf4944e51.html
https://ythxxfb.miit.gov.cn/ythzxfwpt/hlwmh/zcwj/xzxk/jkhxp/art/2020/art_77e1c07ef90747b6b978f10cf4944e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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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有关衔接事项的公
告 Transitional Work Arrangement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egistr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http://www.mee.gov.cn/gkml/hbb/bgt/201009/
t20100917_194648.htm

MEE October 24,2020

9

关于发布《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二批）》的公
告 (2020 年 第 47 号 ) Announcement on Issuing "List 
of Chemicals Subject to Priority Control (Second Batch)"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2011/t20201102_805937.html

MEE November 2,2020

10

关于发布《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指南》及相
关配套表格和填表说明的公告 Announcement on 
the release of the "Guidelines for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egistr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and related supporting forms and filling instructions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2011/t20201119_808843.html

MEE November 
17,2020

11

关于发布《化学物质环境与健康危害评估技术
导则（试行）》等三项技术导则的公告 (2020 年 
第 69 号 ) Announcement on the release of three 
technical guidelines including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Hazard Assess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Trial)"
http://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2/
t20201225_814802.html

MEE December 
24,2020

III Site HSE Related  
环境、健康与安全

1

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资环〔2020〕2 号 Notice on the Administration 
Measures of fund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oil 
pollution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27/
content_5483796.htm

MOF, MEE, 
MOA, MNR, 

MOHURD, FGB
Jan. 17, 2020

2

关于印发《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
估、风险管控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指南》的
通知 Review guide for soil pollution investigation, risk 
assessment, risk control and remediation assessment 
report on construction land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5/201912/t20191220_749629.html

MEE Dec. 17, 2019

3

关于印发医疗机构废弃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Notice on the work plan for comprehensive waste 
management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10/202002/t20200227_766362.html

NHC, MEE, 
NDRC, MIIT, 
MOF, MPS, 

SAMR, 
MOFCOM, 
MOHURD, 

NHIA

Feb. 26, 2020

http://www.mee.gov.cn/gkml/hbb/bgt/201009/t20100917_194648.htm
http://www.mee.gov.cn/gkml/hbb/bgt/201009/t20100917_194648.htm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1/t20201102_805937.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1/t20201102_805937.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1/t20201119_808843.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1/t20201119_808843.html
http://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2/t20201225_814802.html
http://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2012/t20201225_814802.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27/content_5483796.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27/content_5483796.htm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1912/t20191220_749629.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1912/t20191220_749629.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0/202002/t20200227_766362.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0/202002/t20200227_7663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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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deliberated and adopted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y solid waste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4/29/
c_1125924922.htm

NPC Standing 
Committee April 29, 2020

5

加强医废管理·推进垃圾分类·治理过度包装——解读
新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看点 To interpret 
the newly revised law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y solid waste
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20-04/29/
c_1125924580.htm

NPC Standing 
Committee April 29, 2020

6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Soliciting 
comments on Rules of Shanghai Work Safety

SH Emergency 
Management 

Bureau
Sep. 14, 2020

7

关于批准发布《化工企业装置设施拆除安全管理规
范》等三项团体标准的公告
Announcements on the approval and release of three 
group standards, including the "Standards for Safety 
Management of Dismantling Installations and Facilities 
of Chemical Enterprises"

MEM Oct. 14, 2020

8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
Announcement on Hazardous Waste List (2021 version)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2/202011/t20201127_810202.html

MEE Nov. 27, 2020

9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有关负责人就《国
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有关问题答记者
问 Official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olid Waste and 
Chemicals of MEE answered questions on the National 
List of Hazardous Waste (2021 Edition)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15/202011/t20201127_810305.html

MEE Nov. 27, 2020

10

关于全面禁止进口固体废物有关事项的公告
Notice on the total Ban on the Import of Solid Waste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2/202011/t20201127_810202.html

MEE Nov. 25, 2020

11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有关负责人就《关
于全面禁止进口固体废物有关事项的公告》有关
问题答记者问 Official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olid 
Waste and Chemicals of MEE answered reporters' 
questions on the Announcement on the total Ban on 
the Import of Solid Waste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15/202011/t20201127_810305.html

MEE Nov. 25, 2020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4/29/c_1125924922.htm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4/29/c_1125924922.htm
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20-04/29/c_1125924580.htm
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20-04/29/c_1125924580.htm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2011/t20201127_810202.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2011/t20201127_810202.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011/t20201127_810305.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011/t20201127_810305.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2011/t20201127_810202.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2011/t20201127_810202.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011/t20201127_810305.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011/t20201127_8103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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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Food Safety Related 
食品安全相关

1

Notification of (EU) 10/2011, Draft Commission 
Regulation amending and correcting Regulation on 
plastic materials and articles intended to come into 
contact with food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WTO Apr. 13,2020

2

关于开展 GB 4806.11-2016 食品接触用橡胶材料及制
品 缺口调查工作的通知 
Notice on Carrying out the Gap Survey for the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 Rubber Materials and Products 
for Food Contact - GB 4806.11-2016

NHC Apr. 28, 2020

3

关于瑞士乳杆菌 R0052 等 53 种“三新食品”的公告
（2020 年第 4 号）Announcement on 53 kind of new 
food/food additives/food related product
http://www.nhc.gov.cn/sps/s3586/202006/33c962afa2
a34e049ae90c03ec31dfa8.shtml

NHC June 2,2020

4

解读《关于瑞士乳杆菌 R0052 等 53 种“三新食品”的
公告》（2020 年第 4 号）Interpretation on 53 kind of 
new food/food additives/food related product
http://www.nhc.gov.cn/sps/s3586/202006/33c962afa2
a34e049ae90c03ec31dfa8.shtml

NHC June 2, 2020

5
上海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形势评估报告 (2020 上半年 )
Assessment Report on the Quality and Safety Situation of 
Food Related Products in Shanghai (First Half of 2020)

SAMR Jul. 24, 2020

6
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Administration measures of quality and safety 
supervision of food related products 

SAMR Jul. 31, 2020

7

关于蛋白质谷氨酰胺酶等 21 种“三新食品”的公告（2020
年第 6 号）
Announcement on 21 kinds of New food additives and 
New food related products
http://www.nhc.gov.cn/sps/s7890/202008/093a12a711
a04ff98bfd2b10be90f2db.shtml

NHC Aug. 27, 2020

8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Measures for food safety standards management
http://www.nhc.gov.cn/wjw/yjzj/202009/f50795a0138
2421b82dbb0aec7c56855.shtml

NHC Sep. 17, 2020

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关于征求胶
基及其配料等 18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征求意见
稿）意见的函 The Secretariat of National Standards 
Assessment Committee of Food Safety on soliciting the 
opinions of 18 national standards of food safety (draft for 
soliciting opinions) of rubber base and its ingredients
http://www.nhc.gov.cn/sps/s7891/202010/3dbf276c3c
134ffc8efef71b37a932a2.shtml

NHC Oct. 15, 2020

http://www.nhc.gov.cn/sps/s3586/202006/33c962afa2a34e049ae90c03ec31dfa8.shtml
http://www.nhc.gov.cn/sps/s3586/202006/33c962afa2a34e049ae90c03ec31dfa8.shtml
http://www.nhc.gov.cn/sps/s3586/202006/33c962afa2a34e049ae90c03ec31dfa8.shtml
http://www.nhc.gov.cn/sps/s3586/202006/33c962afa2a34e049ae90c03ec31dfa8.shtml
http://www.nhc.gov.cn/sps/s7890/202008/093a12a711a04ff98bfd2b10be90f2db.shtml
http://www.nhc.gov.cn/sps/s7890/202008/093a12a711a04ff98bfd2b10be90f2db.shtml
http://www.nhc.gov.cn/wjw/yjzj/202009/f50795a01382421b82dbb0aec7c56855.shtml
http://www.nhc.gov.cn/wjw/yjzj/202009/f50795a01382421b82dbb0aec7c56855.shtml
http://www.nhc.gov.cn/sps/s7891/202010/3dbf276c3c134ffc8efef71b37a932a2.shtml
http://www.nhc.gov.cn/sps/s7891/202010/3dbf276c3c134ffc8efef71b37a932a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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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于红曲红等 6 种 " 三新食品 " 的公告（2020 年第
8 号）Announcement on 6 kinds of New raw material 
of food/food additives/food related products
http://www.nhc.gov.cn/sps/spgg/202011/afc24240eb4
94466932e6e1ca1cb51ab.shtml

NHC Nov. 11, 2020

11

解读《关于红曲红等 6 种“三新食品”的公告》（2020
年第 8 号）Interpretation of announcement on 6 
kinds of New raw material of food/food additives/food 
related products
http://www.nhc.gov.cn/sps/spyl/202011/4a6c607f5679
48808b7124d440cd927f.shtml

NHC Nov. 11, 2020

12

关于蝉花子实体（人工培植）等 15 种“三新食品”的
公告（2020 年第 9 号）Announcement on 15 kinds of 
New raw material of food/food additives/food related 
products
http://www.nhc.gov.cn/sps/s7892/202101/7b251e3af4
54452e894dc6f55941be85.shtml

NHC Jan. 7, 2021

13

解读《关于蝉花子实体（人工培植）等 15 种“三
新食品”的公告》（2020 年第 9 号）Interpretation 
of announcement on 15 kinds of New raw material of 
food/food additives/food related products
http://www.nhc.gov.cn/sps/s7892/202101/7b251e3af4
54452e894dc6f55941be85.shtml

NHC Jan. 7, 2021

V
Performance Chemical (Cosmetics, Auto, EE, 
Coatings) 功能化学品应用（化妆品原料，
汽车，电子电器，涂料）

1

关于《电子电器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符合性
评价通则》国家标准外文版征求意见的通知 Call 
for Comment on English Version of "Guideline of 
Conformity Evaluation for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http://jl.cesi.cn/rohs/202004/6358.html

CESI April 17, 2020

2

十一部门《关于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若干措施的通
知》Notice on measures to stabilize and promote auto 
consumption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5/03/
content_5508575.htm

Jointly 
Released by 11 
Ministries and 
Department

April 29, 2020

3

四部门《关于调整轻型汽车国六排放标准实施
有关要求的公告》Announcement on Adjusting 
Requirements on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 Stage 6 
Emission Standard for Light Vehicles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5/19/
content_5512911.htm

MEE, 
MIIT,MOFCOM, 

GACC
May,14,2020

http://www.nhc.gov.cn/sps/spgg/202011/afc24240eb494466932e6e1ca1cb51ab.shtml
http://www.nhc.gov.cn/sps/spgg/202011/afc24240eb494466932e6e1ca1cb51ab.shtml
http://www.nhc.gov.cn/sps/spyl/202011/4a6c607f567948808b7124d440cd927f.shtml
http://www.nhc.gov.cn/sps/spyl/202011/4a6c607f567948808b7124d440cd927f.shtml
http://www.nhc.gov.cn/sps/s7892/202101/7b251e3af454452e894dc6f55941be85.shtml
http://www.nhc.gov.cn/sps/s7892/202101/7b251e3af454452e894dc6f55941be85.shtml
http://www.nhc.gov.cn/sps/s7892/202101/7b251e3af454452e894dc6f55941be85.shtml
http://www.nhc.gov.cn/sps/s7892/202101/7b251e3af454452e894dc6f55941be85.shtml
http://jl.cesi.cn/rohs/202004/6358.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5/03/content_5508575.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5/03/content_5508575.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5/19/content_5512911.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5/19/content_55129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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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印发《2020 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的
通知 MEE issued 2020 VOCs Treatment Plan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3/202006/t20200624_785827.html

MEE    June 24,2020

5

国务院发布《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State council issued  Regulations on the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Cosmetics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6/29/
content_5522593.htm

State Council June 30, 2020

6

关于对《洗涤用品原料健康风险评估导则》等八项
标准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Notice on call for comments 
on 8 standards including The Guidelines for Human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n Ingredients of Washing 
Products
http://www.sdcenter.cn/cms/index/shows/catid/23/
id/189.html

SD Center July 7,2020

7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
理办法 ( 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NMPA 
Notice on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Measures on 
Cosmetics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Exposure Draft)  
http://www.chinalaw.gov.cn/government_public/
content/2020-07/21/657_3252792.html

NMPA July 21,2020

8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化妆品注册管理办法
( 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NMPA Notice 
on Management Measures on Cosmetics Registration 
(Exposure Draft)
http://www.moj.gov.cn/government_public/
content/2020-07/21/657_3252817.html

NMPA July 21,2020

9

关于征求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汽车工业污染防治可
行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Notice on 
call for comments regarding Guidelines on available 
techniques of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6/202006/t20200617_784919.html

MEE July,16,2020

10

关于批准发布《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等 7 项
国家标准的公告
Notice on the approval of the release of the "limit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wood coatings" and other 7 
national standards
http://std.sacinfo.org.cn/gnoc/queryInfo?id=DBFEEDF0
5290B415CFBBEAA40EA24D78

SMAR Mar. 4, 2020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06/t20200624_785827.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06/t20200624_785827.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6/29/content_5522593.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6/29/content_5522593.htm
http://www.sdcenter.cn/cms/index/shows/catid/23/id/189.html
http://www.sdcenter.cn/cms/index/shows/catid/23/id/189.html
http://www.chinalaw.gov.cn/government_public/content/2020-07/21/657_3252792.html
http://www.chinalaw.gov.cn/government_public/content/2020-07/21/657_3252792.html
http://www.moj.gov.cn/government_public/content/2020-07/21/657_3252817.html
http://www.moj.gov.cn/government_public/content/2020-07/21/657_3252817.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6/t20200617_784919.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006/t20200617_784919.html
http://std.sacinfo.org.cn/gnoc/queryInfo?id=DBFEEDF05290B415CFBBEAA40EA24D78
http://std.sacinfo.org.cn/gnoc/queryInfo?id=DBFEEDF05290B415CFBBEAA40EA24D78


IPAC Key Regulations/Standards_ 2020   |  重大法律、法规、标准汇总

2020 IPAC Report 54

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关于新冠疫情和复工复产相关政策
（截止 2020 年 3 月 19 日）

Items
序号 

Subject
内容

Duty 
Authorities 
主管部门

Implementation
发布

执行日期
I 国务院 / 国办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组织做好疫情防控重点物资
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和调度安排工作的紧急通知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1/30/
content_5473087.htm

General 
Office of State 

Council
Jan 30,2020

2

国务院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
政法规规定的通知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0/
content_5477296.htm

State Council Jan 15, 2020

3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做好公路交通保通保畅工
作 确保人员车辆正常通行
http://www.gov.cn/zhengce/2020-02/08/
content_5476266.htm

General 
Office of State 

Council
Feb. 8, 2020

4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
分区分级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
http://www.gov.cn/xinwen/2020-02/18/
content_5480514.htm

State Council Feb. 17, 2020

5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通知要求切实加强疫情科
学防控 有序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http://www.gov.cn/xinwen/2020-02/09/
content_5476550.htm

State Council Feb. 9, 2020

II 生态环境部

1
生态环境部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
疗废物应急处置管理与技术指南（试行）》http://
www.gov.cn/xinwen/2020-01/29/content_5472997.
htm

MEE Jan 29,2020

2
核心问题七问答 -- 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应急处置肺炎
疫情医疗废物工作相关问题及解答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200210/1041464.
shtml

MEE Feb. 10, 2020

2
生态环境部全力推进全国医疗废物安全处置 支撑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http://www.gov.cn/xinwen/2020-02/14/
content_5478537.htm

MEE Feb. 13, 2020

3
生态环境部明确疫情防控期间生态环境应急监测工
作三大重点
http://www.gov.cn/xinwen/2020-01/31/
content_5473398.htm

MEE Jan. 31,2020

4
生态环境部印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应
急监测方案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15/202001/t20200131_761095.html

MEE Jan. 31,2020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1/30/content_5473087.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1/30/content_5473087.htm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0/content_5477296.htm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0/content_5477296.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20-02/08/content_5476266.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20-02/08/content_5476266.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0-02/18/content_5480514.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0-02/18/content_5480514.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0-02/09/content_5476550.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0-02/09/content_5476550.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0-01/29/content_5472997.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0-01/29/content_5472997.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0-01/29/content_5472997.htm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200210/1041464.shtml
http://huanbao.bjx.com.cn/news/20200210/1041464.s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20-02/14/content_5478537.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0-02/14/content_5478537.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0-01/31/content_5473398.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0-01/31/content_5473398.htm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001/t20200131_761095.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001/t20200131_7610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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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污水和
城镇污水监管工作的通知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02/
content_5473898.htm

MEE Feb.1, 2020

6

国家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
染治理的意见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1812/t20181227_687488.html

MEE/NDRC Jan. 19, 2020

III 应急管理部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 部署加强复工复产
安全防范和安全服务
https://www.mem.gov.cn/xw/bndt/202002/
t20200214_344449.shtml

MEM Feb. 14, 2020

2
关于征求 9 项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http://www.mem.gov.cn/hd/zqyj/202001/
t20200122_343734.shtml

MEM Jan 22,2020

3
应急管理部关于启用新版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通知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13/
content_5477990.htm

MEM Feb 22,2020

4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
http://www.mem.gov.cn/gk/tzgg/tz/202001/
t20200121_343679.shtml

MEM Jan. 21, 2020

5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企业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准备指南》的通知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1/02/
content_5465939.htm

MEM Jan. 1, 2020

IV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1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疫情防控期间接待等工作方
式的公告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3/02/
content_5485708.htm

SAMR Feb. 5, 2020

2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 2019 年食品相关产品质量
国家监督抽查情况的通报
http://gkml.samr.gov.cn/nsjg/zljdj/202001/
t20200116_310536.html

SAMR Jan 16, 2020

3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药监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 支持复
工复产十条
http://gkml.samr.gov.cn/nsjg/zhghs/202002/
t20200215_311667.html

SAMR Feb. 15, 2020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02/content_5473898.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02/content_5473898.htm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2/t20181227_687488.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2/t20181227_687488.html
https://www.mem.gov.cn/xw/bndt/202002/t20200214_344449.shtml
https://www.mem.gov.cn/xw/bndt/202002/t20200214_344449.shtml
http://www.mem.gov.cn/hd/zqyj/202001/t20200122_343734.shtml
http://www.mem.gov.cn/hd/zqyj/202001/t20200122_343734.s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13/content_5477990.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13/content_5477990.htm
http://www.mem.gov.cn/gk/tzgg/tz/202001/t20200121_343679.shtml
http://www.mem.gov.cn/gk/tzgg/tz/202001/t20200121_343679.s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1/02/content_5465939.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1/02/content_5465939.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3/02/content_5485708.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3/02/content_5485708.htm
http://gkml.samr.gov.cn/nsjg/zljdj/202001/t20200116_310536.html
http://gkml.samr.gov.cn/nsjg/zljdj/202001/t20200116_310536.html
http://gkml.samr.gov.cn/nsjg/zhghs/202002/t20200215_311667.html
http://gkml.samr.gov.cn/nsjg/zhghs/202002/t20200215_3116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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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查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
http://gkml.samr.gov.cn/nsjg/jjjzj/202002/
t20200201_310912.html

SAMR Feb. 1, 2020

5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实施好质量认证相关工作的通知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04/
content_5474547.htm

SAMR Feb. 4, 2020

6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做好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工作的通知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03/
content_5474268.htm

SAMR Feb. 1, 2020

7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坚决维护防疫用品市场价格秩序
的公告 (2020 第 3 号 )
http://gkml.samr.gov.cn/nsjg/jjjzj/202001/
t20200125_310740.html

SAMR Jan. 25, 2020

V 卫生健康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消毒剂使用指南的
通知
http://www.nhc.gov.cn/zhjcj/s9141/202002/b9891e8c8
6d141a08ec45c6a18e21dc2.shtml

NHC Feb 19,2020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成立第二届国家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专家委员会的通知
http://www.nhc.gov.cn/sps/s7890/202001/af8350909f
2348d0ba1215b1b707e03a.shtml

NHC/CFSA Jan. 17, 2020

VI 国家药监局

1

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加快医用防护服注册审批和
生产许可的通知
https://www.nmpa.gov.cn/directory/web/nmpa/xxgk/
zhcjd/tjzhc/20200212193601463.html

NMPA Feb 7, 2020

VII 工业和信息化部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
撑服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19/
content_5480843.htm

MIIT  Feb 19, 2020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信息
通信行业网络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18/
content_5480487.htm

MIIT Feb 18, 2020

http://gkml.samr.gov.cn/nsjg/jjjzj/202002/t20200201_310912.html
http://gkml.samr.gov.cn/nsjg/jjjzj/202002/t20200201_310912.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04/content_5474547.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04/content_5474547.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03/content_5474268.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03/content_5474268.htm
http://gkml.samr.gov.cn/nsjg/jjjzj/202001/t20200125_310740.html
http://gkml.samr.gov.cn/nsjg/jjjzj/202001/t20200125_310740.html
http://www.nhc.gov.cn/zhjcj/s9141/202002/b9891e8c86d141a08ec45c6a18e21dc2.shtml
http://www.nhc.gov.cn/zhjcj/s9141/202002/b9891e8c86d141a08ec45c6a18e21dc2.shtml
http://www.nhc.gov.cn/sps/s7890/202001/af8350909f2348d0ba1215b1b707e03a.shtml
http://www.nhc.gov.cn/sps/s7890/202001/af8350909f2348d0ba1215b1b707e03a.shtml
https://www.nmpa.gov.cn/directory/web/nmpa/xxgk/zhcjd/tjzhc/20200212193601463.html
https://www.nmpa.gov.cn/directory/web/nmpa/xxgk/zhcjd/tjzhc/20200212193601463.html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19/content_5480843.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19/content_5480843.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18/content_5480487.htm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2/18/content_54804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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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zh/art/2020/
art_42ec0896439e41909fee9e0891db9b93.html

MIIT Feb. 14, 2020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帮
助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共渡难关有关工作的通知
https://www.miit.gov.cn/jgsj/qyj/wjfb/art/2020/art_d1
4c14a330df490ea3532dc07b9c717c.html

MIIT Feb 9, 2020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2020 年工业节能监察重
点工作计划》的通知
https://www.miit.gov.cn/jgsj/jns/wjfb/art/2020/art_e8
5bbeff8c3245b8ac45c4226eb5ba1e.html

MIIT Jan. 10, 2020

6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有关财税金融政策
https://www.miit.gov.cn/n973401/n7647394/
n7647399/c7783339/part/7783344.pdf

MIIT Feb.14,2020

7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医疗应急）清单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0/02-14/9091319.
shtml

MIIT Feb.14,2020

8

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支持鼓励劳动
者参与线上职业技能培训的通知
https://www.miit.gov.cn/xwdt/gxdt/sjdt/art/2020/art_
e6f07453236348a19c45f0884d49801a.html

MIIT Feb. 14, 2020

VIII 国标委

1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秘书处关于公开征集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相关国际标准提案的通知
http://www.sac.gov.cn/sbgs/sytz/202002/
t20200218_344060.htm

SAC Feb. 18, 2020

2 财政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修订《国家标准制修订经
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SAC Jan 7, 2020

3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19 年第四批推荐
性国家标准计划的通知 SAC Jan 1, 2020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zh/art/2020/art_42ec0896439e41909fee9e0891db9b93.html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zh/art/2020/art_42ec0896439e41909fee9e0891db9b93.html
https://www.miit.gov.cn/jgsj/qyj/wjfb/art/2020/art_d14c14a330df490ea3532dc07b9c717c.html
https://www.miit.gov.cn/jgsj/qyj/wjfb/art/2020/art_d14c14a330df490ea3532dc07b9c717c.html
https://www.miit.gov.cn/jgsj/jns/wjfb/art/2020/art_e85bbeff8c3245b8ac45c4226eb5ba1e.html
https://www.miit.gov.cn/jgsj/jns/wjfb/art/2020/art_e85bbeff8c3245b8ac45c4226eb5ba1e.html
https://www.miit.gov.cn/n973401/n7647394/n7647399/c7783339/part/7783344.pdf
https://www.miit.gov.cn/n973401/n7647394/n7647399/c7783339/part/7783344.pdf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0/02-14/9091319.shtml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0/02-14/9091319.shtml
https://www.miit.gov.cn/xwdt/gxdt/sjdt/art/2020/art_e6f07453236348a19c45f0884d49801a.html
https://www.miit.gov.cn/xwdt/gxdt/sjdt/art/2020/art_e6f07453236348a19c45f0884d49801a.html
http://www.sac.gov.cn/sbgs/sytz/202002/t20200218_344060.htm
http://www.sac.gov.cn/sbgs/sytz/202002/t20200218_3440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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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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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函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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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呈交政府部
门

Page
页码

1

AICM position paper on <Rules for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ling of Chemicals - 
Part 1：General Specification> 
AICM 对于《化学品分类和标签安全规范 第 1 部分 通则》( 报批稿 ) 的建
议和意见

MEM 60

2

AICM Comments on List for materials and restricted substances in 
disinfectant (GB 38850-2020) 
AICM 对于 GB 38850-2020 《消毒剂原料清单及禁限用物质》的意见与建
议

NHC 65

3
AICM Position paper on Management Regulations ODS and HFCs  
AICM 对于《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的意见和建议

MEE 73

4 AICM position paper on <General rules for the storag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ICM 对于《危险化学品储运通则》（征求意见稿）的建议和意见

MEM 77

5
AICM position paper on <2020 Treatment Plan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
AICM 对于《2020 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征求意见稿）》的建议和意
见

MEE 83

6

AICM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Management Regulations on Associated 
Review of API, Pharmaceutical Excipient and Packaging Materials (Exposure 
Draft) 
AICM 对于《化学原料药、药用辅料及药包材与药品制剂关联审评审批
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的建议与意见

MPS 86

7

AICM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list of Chemical Sbstances subject 
to Priority Control (Exposure Draft)
AICM 对于《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二批）（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与建议

MEE 91

8
AICM Position Paper on transitional working arrangements regarding 
environemtal management registr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AICM 对于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有关衔接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MEE 93

9
AICM Position on The Guidelines for Human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n 
Ingredients of Washing Products
AICM 对于洗涤用品原料健康风险评估导则（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

Standard
Committee 96

10 AICM position paper on Management Measures on Cosmetics Registration
AICM 对于《化妆品注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 NMPA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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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序号

Title
建议函名称

Submitted 
to

呈交政府部
门

Page
页码

11

AICM position paper on < Measures for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food-related products >
AICM 关于《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
意见和建议

SAMR 106

12 AICM position paper on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Cosmetic Safety Assessment
AICM 对于《化妆品安全评估技术导则》（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 NMPA 110

13

AICM Position Paper on Specif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and Filing of New 
Cosmetic Ingredients
AICM 对于《化妆品新原料注册与备案资料规范》( 征求意见稿 ) 的意见
与建议

NMPA 117

14 AICM position paper on Specif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and Filing of Cosmetic
AICM 对于《化妆品注册与备案资料规范》( 征求意见稿 ) 的意见与建议

NMPA 127

15

AICM position paper on Guidance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egistr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AICM 对于《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指南 ( 征求意见稿 )》的意见与建
议

MEE 131

16

AICM position on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Assessing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Hazard, Exposure and Risks of Chemical Substances 
AICM 对于《化学物质环境与健康危害评估技术导则（试行）》（征求
意见稿）等三项技术导则的意见与建议

MEE 134

17
AICM position paper on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Law of PRC>
AICM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征求意见稿）的意
见和建议

MEM 139

18 AICM position paper on Specif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and Filing of Cosmetic
AICM 对于《化妆品注册与备案资料规范》( 征求意见稿 ) 的意见与建议

NMPA 149

19

AICM position paper on Specif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and Filing of New 
Cosmetic Ingredients
AICM 对于《化妆品新原料注册与备案资料规范 ( 征求意见稿 )》的意见
与建议

NMPA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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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ICM position paper on <Rules for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ling of Chemicals - Part 1：General Specification>

Summary: 
Name: AICM position paper on <Rules for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ling of Chemicals - Part 1：General 
Specification> 
Issuer: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mainly from: Totally 14 members companies: Arlanxeo, BASF, Dow, Dupont, 
Eastman, Evonik, ExxonMobil, Lanxess, Lubrizol, Merck, Nouryon, Shell, SI Group, PPG 
  
Our activities: 
IPAC circulated to all members for comments on Mar. 12, 2020 
Tel-conference discussion under hazardous chemical sub-committee on Mar. 27,2020 
Align and Draft position Mar. 30, 2020 
Group review and finalize position paper at sub-committee, Mar. 31, 2020 
  
Trigger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This standard is a very important standard, which managed chemicals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ing in China 
based on UN GHS Version 7. MIIT released the final draft on their website and solicited public opinions last 
round. Most members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is standard and IPAC organized to collect and discuss 
comments. We hope to provide industrial practice and suggestions to policy makers. 
Through several discussions and alignments, we raised 33 comments for this standard. We would like to 
brief key points for you reference. 

Comments Summary: 
1. We suggest that all wording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current effective standards in China. For example, 
the requirements of SDS label titles and order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current standards GB30000 
series of standards, GB/T16483, GB/T17519 and GB/T32374. 
2. We suggest that the detailed measures and requirements should be improved according to the operation 
and practice of enterprise in China. The GHS label with red boarders and black boarders are all allowed. SDS 
label delete revision number, replaced version information. 
3. We suggest to modify critical value/concentration limit according to GB/T 17519 requirements. 
4. We suggest to add a clause that the content, production and usage requirements of the chemical safety 
label shall comply with GB15258. 
5. We suggest to modify some translations, about 6 items.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MII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vision, and communicate with policy 
makers NR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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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司组成的
非盈利性行业协会，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业的代表，
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广“责任关怀”
理念；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积
极形象。

AICM 和会员公司对发布的《化学品分类和标签安全规范 第 1 部分 通则》（GB 30000.1）报批
稿非常重视，积极组织会员公司研讨，提出意见和建议如下表，供参考。

AICM 

2020 年 3 月 31 日

联系人：霍立彬

手机：15810581356    Email:  Libinhuo@aicm.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院凤凰置地广场 A 座写字楼 902

AICM 对于《化学品分类和标签安全规范 第 1 部分 通则》
( 报批稿 ) 的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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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国家标准反馈意见表

标准名称 GB 30000.1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安全规范 第 1 部分 通则

意见提出单
位

（必填）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AICM）

联系人
（必填） 霍立彬

电子邮箱
（必填） libinhuo@aicm.cn 联系电话

（必填） 15810581356

序号 标准章条号 修改意见建议及理由
1 全文 建议统一和规范全文中与其他配套文件用语的一致性。

所有的毒理学、生态毒理学、象形图及 H/P 术语，比如将“经皮刺激物”修改为“皮肤刺激物”，
把“骷髅和枯骨”改为“骷髅和交叉骨”，“用水清洗经皮【或淋浴】”改为“用水清洗皮肤【或淋浴】”，
等等。

建议统一 SDS 标题的描述用语，与 GB/T16483、GB/T17519 保持统一用语。

建议修改 SDS 的顺序为 1-16，而非 a-p。规定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中的信息应按照列出的
16 个标题并按照顺序提供，

2 全文 “主管部门可…”，建议取消或者明确。 
理由：和 UN 紫皮书不同 , 中国的国标应该已经有确定的主管机构和确定的指导原则，如
果在强制性国标里留有很多不确定的规则，会给后续的执法单位和企业造成困扰，甚至
争议。

3 前言 建议与 GB/T32374 冲突内容进行调整
理由：国为附录 B 及 C 与 GB32734 的内容重复。

4 2 建议规范性引用文件将 GB 30000.2 ～ GB 30000.29 修改为“GB30000 系列标准”
理由：考虑到退敏爆炸物还未有 GB 号配套

5 2 建议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加入 GB15258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理由：标签编写作为执行 GHS 的重要部分，需要列明的 GB30000.1 通则中。

6 2/4.1.1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 GB30000 系列标准， 其中部分名称与现有标准不一致，建议修改保持一
致。 
如： - 第 21 部分：呼吸道或经皮致敏，现有标准 GB30000.21-2013 描述为呼吸道或皮肤致敏；
- 第 25 部分：特异性靶器官毒性 - 单次接触， 现有标准 GB30000.25-2013 描述为特异性靶
器官毒性 一次接触。
- 第 26 部分：特异性靶器官毒性 - 重复接触， 现有标准 GB30000.26-2013 描述为特异性靶
器官毒性 反复接触。

-a) 物理危险：
3）气雾剂 建议改成“气溶胶”，保持与 GB30000.4-2013 用词一致。
5）高压气体 建议改成“加压气体 ", 保持与 GB30000.6-2013 用词一致。
9）发火液体 建议改成“自燃液体”，保持与 GB30000.10-2013 用词一致。
10）发火固体 建议改成“自燃固体“，保持与 GB30000.11-2013 用词一致。
-b) 健康危害：
8）特定目标器官毒性——单次接触 建议改成“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单次接触”，保持与
GB30000.25-2013 用词一致。
9）特定目标器官毒性——重复接触 建议改成“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保持与 
GB30000.26-2013 用词一致。

7 5.4.2.2 皮肤刺激 / 皮肤致敏文中有描述为经皮刺激 / 经皮致敏， 建议保持统一。
表 B.2 中 H phrase 翻译建议与现有标准保持一致。
如： H310 ～ H317 中描述为“经皮”接触 / 灼伤 / 过敏， 现有 2013 年 GB30000 系列标准
中翻译为“皮肤”接触 / 灼伤 / 过敏等。

8 5.4.2.2 建议修改为“GHS 象形图应使用黑色符号加白色背景，红色边框要足够宽，以便醒目。在
国内使用的情况下，边框可以为黑色。”
理由：
考虑实施问题，不同部门不同区域理解不同造成实施当中混乱，建议可以使用黑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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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章条号 修改意见建议及理由
9 5.5.1 建议修改为“在出现联合国《规章范本》象形图的标签上，不应出现 GHS 适用于同一危

险的象形图。危险货物运输不要求使用的 GHS 象形图和 GHS 标签不应展示在货物集箱、
公路车辆或货车 / 罐车（包括罐式集装箱）。”
理由：
GHS 象形图做标签要素通常以 GHS 安全标签的形式出现。虽然 GB 13690-2009《化学品
分类和危险性公式通则》中也有这一条原则“危险货物运输不要求使用的 GHS 象形图不
应展示在货物集箱、公路车辆或货车 / 罐车上”，但目前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多地方仍有很
多不同的理解，因此建议在此处明确说明无需贴 GHS 安全标签，并明确罐式集装箱（ISO 
tank）。

10 5.5.1 建议改为“在出现联合国《规章范本》象形图的标签上，企业可决定是否保留 GHS 适用于
同一危险的象形图。”
理由：1. GHS 与 DG 的象形图本身就是不同； 2. 根据 GB 30000.1 附录 D.7 样例，GHS 象
形图可通过调整其大小加以区分 ; 3. 给与企业一定的灵活性进行删除或保留的选择权利，
方便企业操作。

11 5.5.2  c) 2) 防范说明和专用于识别每项说明的编码列于附录 C。防范说明编码仅用作参考。此种
编码并非防范说明文字的一部分，不应用于取代防范说明文字， 但简易标签可酌情考虑
使用防范说明编码替代防范说明文字。
理由：
简易标签通常用于 <0.1L 的包装上，因为空间非常有限有限，很难完整显示所有的说明
文字，希望予以考虑可以用防范说明编码替代防范说明文字。

12 5.5.2  d) 2) 标签应当包括物质的化学名称。对于混合物或合金，在急性毒性、皮肤腐蚀或严重眼
损伤、生殖细胞致突变性、致癌性、生殖毒性、呼吸或经皮致敏或特定目标器官毒性出
现在标签上时，标签上应包括可能引起这些危险的不超过 5 个的成分或合金元素的化学
名称。主管部门也可要求在标签上列出可能导致混合物或合金危险的所有成分或合金元
素；
建议：GB 15258 中提到当需要标出的组分较多时，组分个数以不超过 5 个为宜。考虑到
标签的空间有限，建议对标签上危险组分的个数进行具体的限制。

13 5.5.2 d) 4) 法律和行政法规有关机密商业信息的规则优先于有关产品标识的规则。在某种成分通
常被列在标签上的情况下，如果它符合法律和行政法规关于机密商业信息的标准，那就
不必将它的名称列在标签上。
理由：
我国的相关法律如《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对
于商业秘密及其保护都已经做出了规定，因此不必在此由“主管部门”决定某一特定信息
是否属于“机密商业信息”，而应统一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即可。

14 5.5.2C1) 建议删除“防护象形图应从 GB 2894 给出的指令标志中进行选择 .”。
理由：因在第 2 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并未列此国标。并且，在本国标前言中写明全部
技术内容为强制性。增加此国标的信息，则意味着产品标签上必须标防范说明的象形图。

15 5.5.4.4.b.3) 建议删除“以一种以上正式语言文字显示标签项目的需要”。
理由：只有中文是正式语言。

16 5.5.4.4 建议修改为“c) 如果危险物质或货物的包装小于或等于 100ml，供应商有数据表明，不存
在危害人类健康和 / 或环境的可能性，则标签内容可以从内容器上省去；”
“d) 如果物质或混合物的容量低于某一数额，主管部门对某些危险类别或分类可允许在内
容器上省略某些标签内容；”
理由：
建议对此处的包装限量和物质限量做出明确规定，否则实际操作上，不管是主管当局还
是生产使用企业而言都很难判断并作出合规性管理。

17 6.1.1.2
6.1.1.3

6.1.1.2 主管部门可对未达到危险分类标准，但所含危险成分达到一定浓度的混合物，要
求编制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6.1.1.3 主管部门可对非 GHS 危险类别但符合危险分类标准的物质或混合物，要求编制化
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理由：
这两条表达比较含混而且重复，建议重新编写这两条。可参考联合国第 7 版的原文：
1.5.3.1.2      As noted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and mixtures(see Chapter 1.3),there may be some cases 
when the available hazard data may justify classification on the basis of other cut-off values/concentration limits than the 
generic ones specified in the health and environment hazard class chapters (chapters 3.2 to 3.10 and 4.1). When such specific 
cut-off values are used for classification, they should also apply to the obligation to compile an SDS.

1.5.3.1.3. Some competent authorities (CA) may require SDS’s to be compiled for mixtures which are not classified for acute 
toxicity or aquatic toxicity as a result of application of the additivity formula, but which contain acutely toxic or toxic to the 
aquatic environment ingredients in concentrations equal to or greater than 1%1.

1.5.3.1.4.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uilding block approach, some competent authorities may choose not to requlate certain 
categories within a hazard class. In such situations, there would be no obligation to compile SDS.

1.5.3.1.5. Once it is clear that an SDS is required for a substance or a mixture then the information required to be included in 
the SDS should in all cases be provided in accordance with GHS require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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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章条号 修改意见建议及理由
18 6.1.2 在 6.1.2 章节，出现了两处 6.1.2.3 小节。请标准制定者修改章节序号。

6.1.2.3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上填写的信息应简单明了。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应由胜
任的人员编制，尽可能考虑到使用人员的具体需要。在市场上出售有关物质和混合物的人，
应确保主管人员定期参加编制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的进修课或培训课。
6.1.2.3  在编制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时，应始终考虑到工作场所的使用者，提供的信息
应一致、完整。但也应考虑到，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用来向工人、
雇主、卫生和安全专业人员、急救人员、有关政府机构，以及社区人员传达信息。

19 6.1.2.1 临界值 / 浓度极限值建议修改：
吸入危害（类别 1）: >=10% 和运动粘度 <=20.5 mm2/s(40℃ )
吸入危害（类别 2）: >=10% 和运动粘度 <=14 mm2/s(40℃ )
理由：和 GBT-17519 保持一致。

20 6.1.2.3 建议删除“在市场上出售有关物质和混合物的人，应确保主管人员定期参加编制化学品安
全技术说明书的进修课或培训课。”
理由：实际上销售方或销售人员因为不涉及化学品的实际使用，参加如何编制 SDS 的培
训意义并不大。应确保 SDS 的编制人有足够知识并使用下游使用者明白的语言，定期由
使用者对自己公司的相关操作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系统培训，关于化学品的泄露、应急
等建议可随时咨询供应商 24 小时应急响应电话。

21 6.1.2.5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中的信息建议删掉“修订编号”、“或取代哪一版本”。
理由：
版本编号与修订编号是一个号码。对于重大更新的 SDS，在新版上标明哪些地方被修订。

22 6.3.1 建议修改为“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应清楚说明用来确定危险的数据。如适用和可获得，
附录 E 给出的最低限 度的信息应列在安全技术说明书的有关标题下。如果在某一特定小
标题下具体的信息不适用或不能获得，应明确说明。安全技术说明书上不能留有任何空白。”

23 附录 B&C 建议明确 B&C 规范性和资料性附录的效力问题。标准中所有 P 和 H 表述方式和 GB 30000
中的表述方式保持一致。

24 附录 D 样例 D.7 中的图片不清晰，建议使用清晰的图片。
25 附录 E 2. (a) 建议删除“任何”

理由：仅针对中国，故建议删除任何二字
26 附录 E 3 (d) 建议修改为“(d) 本身已经分类并可导致物质分类的杂质和稳定添加剂的化学名或通用名、

以及浓度或浓度范围”
理由：
充分考虑在披露必要信息的基础上允许进行信息保密，比如使用通用名替代化学名称，
使用浓度范围替代具体浓度值，这也是与现行 GB 16483 保持一致。

27 建议增加“5.6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化学品安全标签的内容，制作和使用要求见
GB15258。”
理由：GB30000.1 中未提到 GB15258 标准中列明的信息，标签尺寸，简化标签，边框的宽度，
空白，粘贴位置和样例等等。GB30000.1 为通则，需要 GB15258 作为具体规定来补充。

以下均为翻译问题

28 4.1.4.9.4 建议翻译成“接触途径、机理信息和代谢研究”
理由：联合国英文原文写的是“Route of exposure, mechanistic information and metabolism 
studies are pertinent to determining the relevance of an effect in humans.” 

29 5.5.4.4  c) 建议修改为“如果危险物质或混合物的数量很少……”
30 6.3.2 建议修改为“职业接触限值” 

理由：与相应国标和职业卫生领域的用语保持一致。
31 附录 A 建议重新修订该部分的定义，去掉在全文中并没有出现的词条而且不适用于中国的词条，

比如“《路运危险货物协定》（European 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Dangerous Goods by Road，ADR） 修 订 的《 欧 洲 国 际 公 路 运 输 危 险 货 物 协 定》”、
“ EINECS： 欧 洲 现 有 化 学 物 质 目 录（European Inventory of Existing Commercial Chemical 
Substances）”等等。

32 附录 D 建议 Combination packaging 翻译为组合包装
建议 Single packaging 翻译为单一包装 

33 附录 E 安全技术说明书标题修改建议参照序号 2.
10.（e）不相容材料 建议改成”禁配物“，保持与 GB17519-2013 用词一致。
12. (c) 生物积累潜力 建议改成”潜在的生物累积性“，保持与 GB16483-2008 及 GB17519-
2013 用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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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M Position Paper on List for Materials and Restricted 
Substances in Disinfectant (GB 38850-2020)

2

Summary: 
AICM Position Paper on List for Materials and Restricted Substances in Disinfectant (GB 38850-2020)
Issuer: IPAC Life Science Application Sub-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Ashland, BASF, Clariant, Croda, Dow, Dupont, Evonik, Honeywell, Ifra, LANXESS, 
Lubrizol, Nouryon, Solvay

Our activities:
Circulated to members for notice, April 24,2020
Call for members' comments by May 7,2020
Initiate communication with Department of Regulation, NHC for sending comments, May 6,2020
Group discussions to review feedbacks, May 12,2020
Draft position per discussion, May 12-15,2020
Circulated to all members for the draft position and collect member supplements on lists of active 
ingredients and inert ingredients to be included in position paper as attachments, May 15-26,2020
Finalization of Position upon further review, May 26-28,2020
Second round group review, May 29-June 1, 2020
Submit to the board for approval, June 2 ,2020

Trigger / Initial situation: 
SAMR and State Standardization Administration released a series of mandatory national standards 
regarding disinfectants products. Among them, List for Materials and Restricted Substances in Disinfectant 
(GB 38850-2020) is developed for the first-time without seeking public comments before final release 
(drafting is led by NHC). The list stipulated not only prohibited and restricted substances, but also 85 raw 
active substances and 115 inert ingredients that can be used in disinfectants. Considering that this list 
would lead to a catalogue-based management on both active and inert substances, which increase risk and 
uncertainty on disinfectant products already on the market, clarification is needed for implementation. To 
voice out on behalf of members, we would like to provide our position as attached. 
Altogether 20 comments are consolidated, and 10 active substances and 88 inert ingredients are 
supplemented. We would like to brief you on the key suggestions for your reference.

Our Suggestions:
1．To increase level of clarity and implementation, remove list of active ingredients and list of inert 
ingredients from the national standard to make this standard compulsory only regarding substances that 
are prohibited or restricted. On grounds that list of active ingredients has been well governed by another 
regulation issued by former NHFPC(NHC after reshuffle ); in addition, no regulation or measures were ever 
issued regarding inert ingredients which cause implementation concerns, while based on existing global 
regulatory practices, regulatory concerns are centered on products or prohibited substances, no precedent 
of catalogue-based management of inert ingredients are available as they will not change or diminish 
disinfectants effects.  
2．Recommend that list of active ingredients and list of inert ingredients should be developed as living 
documents that could be supplemented regularly. Meanwhile, formulate or specify procedures or criteria 
for supplementing ingredients which will increase predictability and feasibility at corporate level.
3． Recommend granting a two-year transition period for companies regarding the final implementation 
date of this standard to allow time and preparedness for compliance.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Department of Regulation, NHC, June 6 ,2020
Monitor the revision or implementation guidance on the list, and prepared to provide further feedback i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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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国家卫生健康委法规司： 

AICM（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有限公司）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
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代表，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
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
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积极形象。

我们关注到近期发布的国家标准《GB 38850-2020 消毒剂原料清单及禁限用物质》规定了消毒剂
可以使用的 85 种原料活性物质、115 种原料惰性成分等原料清单，以及禁止使用、限制使用的物质
清单。该标准将在规范消毒剂原料管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促进消毒剂（产品）行业的健康发展。
对此会员企业表示理解并支持。但是，该标准系首次制定，包括首次以清单形式对惰性成分进行规管，
这给企业带来一些困惑，并将对行业的发展和创新带来一定的冲击。

借此机会，我们阐述行业对于本标准下消毒剂原料清单的诉求：

1. 本标准下仅保留消毒剂禁限用物质清单，不再对原料活性成分（有效）和惰性成分进行正清
单管理。即删除 4 消毒剂原料清单及使用范围，包括表 1 消毒剂原料活性成分（有效）清单及推荐
适用范围，和表 2 消毒剂原料惰性成分清单及推荐使用范围。理由如下：

• 本标准名称为消毒剂原料清单及禁限用物质，但消毒剂原料活性成分（有效）清单和消毒剂
原料惰性成分清单实际上是两个允许使用成分的清单目录，标准名称与内容实质有出入。

• 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利用新材料、新工艺技术和新杀菌原理生产消毒剂和消毒器械的
判定依据》（国卫通〔2013〕9 号）中的“消毒剂原料有效成分清单”已经对可作为消毒剂活性（有效）
成分使用进行了明确。并有相应的卫生行政许可和管理办法。

• 惰性成分为新增概念，《利用新材料、新工艺技术和新杀菌原理生产消毒剂和消毒器械的判
定依据》（国卫通〔2013〕9 号）并未进行规定，也没有相应的惰性成分申报管理办法，若采取清
单管理的方式，在实际操作中，本标准可能会与上述判定依据存在矛盾 ; 也与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
放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不符。

• 从国际实践来看，对于消毒剂等生物杀灭剂类产品，均对活性成分和终产品进行监管，或对
惰性成分进行禁限制类管理，但未有对活性成分及惰性成分进行正清单管理的方式。

2. 对原料活性成分（有效）和惰性成分可公布推荐使用清单，进行动态管理，同时明确新成分
的增补流程，进行适时增补。（此次 AICM 建议的增补成分物质详见附件 2 和附件 3）。理由如下： 

• 国内消毒剂（产品）行业经过多年发展，活性物质成分有了更新和发展，增补活性物质成分
可及时反映新技术和新应用的情况，推动产业创新发展。

• 此前主管部门未出台政策法规要求限定惰性成分在消毒剂中的使用，现行《消毒管理办法》
也未对惰性成分做行政许可的规定，并且惰性成分并不会影响消毒剂自身的消毒杀菌效果。近年来，
已有大量惰性成分获得卫生安全评价，并应用在消毒剂配方中，在市场上流通。因此公布推荐使用

AICM 对于《GB 38850-2020 消毒剂原料清单及禁限用物质》
的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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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可促进由消毒剂生产商 / 进口商自行对惰性成分进行管理。
• 明确新成分的增补流程，将有助于完善整个标准体系，有利于推动消毒行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

展。

3. 建议适当延长本标准的过渡时间至 2 年，给予业内企业充分时间评估现有产品，并帮助企业
逐步走向合规。理由如下：

• 本国标正式版本发布之前，并未公示草案或征求意见。并且，本标准中惰性成分是新增概念，
也没有相关管理规定和办法可供参考。因此适当延长过渡期，给予企业一定时间应对新的要求。

鉴于此标准的重要性，以及原料物质成分的复杂性，除了以上诉求外，我们的会员公司还提交
了其他一些意见，整合后以本文附件的形式呈递，恳请审阅。此外，我们也想借此机会就以下问题
进行进一步沟通，以指导企业能更好的执行标准，做好合规工作：

• 本标准适用范围中的“人体”是否涵盖洗手液应用？“物体表面”是否涵盖织物、洗衣液应用？墙面、
地面属于“环境”还是“物体表面”。

• 化学品本身会含添加剂，如过氧化氢或过氧乙酸的稳定剂，有效成分原料中的添加剂是否也受
活性（有效）成分清单的限制。

• 本标准执行后，如何与《利用新材料、新工艺技术和新杀菌原理生产消毒剂和消毒器械的判定
依据》（国卫通〔2013〕9 号）中的要求相协调。     

 
希望国家卫健委对我们的意见和建议酌情予以考虑。我们也期待着就上述议题进行进一步充分

的沟通，为消毒剂原料清单的科学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 

AICM
                                                            2020 年 6 月 2 日

联系人：贺畅
手机：18910120882    Email:  changhe@aic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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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AICM 对于《消毒剂原料清单及禁限用物质》的具体建议

序号 条款 原文内容 修改建议 评论、解释或理由

1 4.1- 表 1 消毒剂原料活性（有效）成分清
单及推荐使用范围

该表格最后一列为“使用范围”，
表格抬头为“推荐使用范围”，
建议描述保持一致。

建议描述保持一致，以避免误解

2 4.1- 表 1-
第 15 行

邻苯基苯酚 邻苯基苯酚及其盐类
《化妆品技术规范》2015 版中是邻苯基苯酚及其盐类（包
括邻苯基苯酚钠）

3 4.1- 表 1
第 15 行 

邻苯基酚
CAS:90-43-7            
原使用范围 E

增加使用范围 : E, H EU BPR, 及美国 EPA 均已获批准

4 4.1- 表 1
第 42 行

戊二醛                      原使用范围
#E、M 增加使用范围 C、#E、H、M

C：戊二醛可以用于浸泡污染衣物等污染物，消毒。H：
《化妆品技术规范》2015 版中，戊二醛允许使用。戊二
醛可用于洗手液中起消毒作用。

5 4.1- 表 1
第 60 行 : 

五钾双 ( 过硫酸盐 ) 双 ( 硫酸盐 )
CAS:70693-62-8      原使用范围 E 增加使用范围 : E, S, W 对“其他企业”在地方公安部门办理初次购买手续的相关

流程做简要说明

6 4.1- 表 1-
第 75 行

银离子 （CAS7440-22-4）
银及其盐类
CAS 7440-22-4（银）
CAS 7761-88-8（硝酸银）

原文中 CAS 号 7440-22-4 为银单质，不是银离子。银离
子不能单独存在，都有对应的银离子，组成盐类。如硝
酸银等

7 4.2- 表 2-
第 5 项

烷氧基乙醇 建议删除 CAS

1. 烷氧基乙醇是一类化学物质的统称，包含不同碳链长
度的烷氧基乙醇，只用一个 CAS 号对应是不科学的。
2. 根据《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 2013 版》CAS38471-
49-7 对应的物质 2- 十三烷氧基乙醇，而不是所有烷氧
基乙醇。

8 4.2- 表 2-
第 12 项

  丙烯酸聚合物
建议删除 CAS，修改英文名
称：acrylate polymer

通常丙烯酸聚合物是指丙烯酸及其衍生物的聚合物，是
一大类物质，该 CAS 只对应分子量 268 的均聚物，不能
包括目前市场主流的分子量数千至数万的聚丙烯酸均聚
物和共聚物。

9 4.2- 表 2-
第 12 项

丙烯酸聚合物
增加使用范围 C、E、H、K、
M、S、W

丙烯酸多用于硬表面抗再沉积，污水处理，金属缓释，
对消毒剂无不利影响

10 4.2- 表 2-
第 13 项

中文名称：烷基酚聚氧乙烯醚 
；CAS 号 ：9016-45-9 建议删除该物质

“烷基酚聚氧乙烯醚（包括壬基酚聚氧乙烯醚、辛基酚
聚氧乙烯醚和十二烷基酚聚氧乙烯醚等）的生产和使用”
被纳入发改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中
的淘汰类，属于国家产业政策已明令淘汰或立即淘汰的
落后产品。该目录已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11 4.2- 表 2-
第 14 项

烷基糖苷 删除对应 CAS
烷基糖苷有诸多 CAS，且全部为安全温和表面活性剂；
该 CAS 对应为甘油椰油酸酯，只用一个 CAS 号对应不合
适。

12 4.2- 表 2-
第 14 项

烷基糖苷
使用范围增加至 C、E、H、K、
M

烷基糖苷是污垢清洗，洗发沐浴产品常用原材料，温和
环保，可应用于各种硬表面以及人体清洗，且对皮肤的
刺激低

13 4.2- 表 2-
第 15 项

烷基苯磺酸
建议扩展使用范围为 C，E，
H

烷基苯磺酸被广泛应用于物体表面和皮肤的消杀产品
中。因此建议扩大适用范围至 C，E，H。

14 4.2- 表 2-
第 43 项

聚氧乙烯脂肪醇醚

建议：删除对应的 CAS 号；
中 文 名 称 修 改 为 聚 氧 乙 烯
C8-18 醇 醚， 英 文 名 字 为：
polyoxyethylene C8-18 alcohol 
ether

1. 聚氧乙烯脂肪醇醚是一类化学物质的统称，包含不同
碳链长度的聚氧乙烯脂肪醇醚。根据《中国现有化学
物质名录 2013 版》CAS68131-39-5 对应的物质是脂肪
醇 -C12-15- 聚氧乙烯醚，而不是所有氧乙烯脂肪醇醚。
2. 脂肪醇通常指天然醇，在实际使用中，合成醇的应用
更为广泛，并且合成醇具有润湿性更好，低温条件下不
易产生凝胶，低泡易处理，能更好的适用于不同消毒剂
配方，同时也是安全和环保的。

15 4.2- 表 2-
第 81 项

中文名称：壬基酚聚氧乙烯醚；
CAS 号 ：14409-72-4 建议删除该物质

“烷基酚聚氧乙烯醚（包括壬基酚聚氧乙烯醚、辛基酚
聚氧乙烯醚和十二烷基酚聚氧乙烯醚等）的生产和使用”
被纳入发改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中
的淘汰类，属于国家产业政策已明令淘汰或立即淘汰的
落后产品。该目录已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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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4.2- 表 2-
第 89 项

十二烷基苯磺酸钠

建 议 中 文 名 称 修 改 为 C12-
18 烷 基 苯 磺 酸 钠， 英 文 名
称 修 改 为 C12-18 sodium 
alkylbenzene sulfonate，删除
CAS

相较于单一碳链天然醇，在实际使用中，合成醇的应用
更为广泛，并且合成醇具有润湿性更好，低温条件下不
易产生凝胶，低泡易处理，能更好的适用于不同消毒剂
配方。

17 4.2- 表 2-
第 90 项

十二烷基硫酸钠

建 议 中 文 名 称 修 改 为 C12-
18 烷 基 硫 酸 钠， 英 文 名 称
修 改 为 C12-18 sodium alkyl 
sulfate，删除 CAS

相较于单一碳链天然醇，在实际使用中，合成醇的应用
更为广泛，并且合成醇具有润湿性更好，低温条件下不
易产生凝胶，低泡易处理，能更好的适用于不同消毒剂
配方。

18
4.2- 表 2-
第 111

项

消毒剂原料惰性成分清单及使
用范围
 第 111 条月桂醇聚氧乙烯醚
tetraethylene glycol mono-n-
dodecyl ether
CAS# 5274-68-0
E、H、M

建议删除对应的 CAS 号删除 

月桂醇聚氧乙烯醚，目前市面上的月桂醇的碳链分布各
有不同，但其实都叫月桂醇。限定 CAS 号以后，意味着
只有这一碳链分布的化学品才可以使用，其他碳链分布
的月桂醇聚氧乙烯醚都不可以用，过于限制了产品的创
新与开发。

20 5.6

若没有上述质量等级
原料的，则可暂时使用工业级的
原料，但应符合相应消毒剂标准
的原料要求。

建议在规范性引用文件加入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消毒剂
GB 14930.2-2012》

为了确保此要求的落实和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消
毒剂 GB 14930.2-2012》是适用的消毒剂标准。

附件 2：消毒剂原料活性（有效）成分清单的增补物质

附件 3：消毒剂原料惰性成分清单的增补物质

序号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CAS 编码 使用范围

1 N-(3- 氨基丙基 )-N- 十二烷
基 -1,3- 丙二胺 

1,3-Propanediamine, N-(3-aminopropyl)-N-
dodecyl- 2372-82-9 A、C、E、H、K、M、S

2 N-C10-16- 烷基三亚甲基二
胺与氯乙酸的反应产物

Amines, N-C10-16-alkyltrimethylenedi-, 
reaction products with chloroacetic acid 139734-65-9 A、C、E、M

3 5- 氯 -2-(4- 氯代苯氧基 ) 苯
酚

Phenol, 5-chloro-2-(4-chlorophenoxy)- 3380-30-1 E，K，M

4 甲酸 Formic acid 64-18-6 E
5 2- 溴 -2- 硝基 -1,3- 丙二醇 2-Bromo-2-nitro-1,3-propanediol 52-51-7 E
6 2- 苯氧基乙醇 2-Phenoxy ethanol 122-99-6 E，H
7 4- 氯 ( 代 )-3- 甲基 ( 苯 ) 酚 chlorocresol 59-50-7 E,H,M
8 4- 氯 -2-( 苯基甲基 ) 苯酚 clorofene 120-32-1 E

9 碳酸钠过氧化氢的化合物
(2:3) 

carbonic acid disodium salt, compd. with 
hydrogen peroxide(2:3) 15630-89-4 M

10 一水合过硼酸钠 Sodium perborate monohydrate 10332-33-9 M

序号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CAS 编码 使用范围

1 N-(3- 氨基丙基 )-N- 十二烷
基 -1,3- 丙二胺 

1,3-Propanediamine, N-(3-aminopropyl)-N-
dodecyl- 2372-82-9 A、C、E、H、K、M、S

2 N,N- 二乙酸 -L- 谷氨酸四钠 N,N-bis(carboxymethyl)-L-glutamic acid 
tetrasodium salt 51981-21-6 A、C、E、H、K、M、S

3 N,N- 二 ( 羧甲基 ) 丙氨酸三
钠盐 

Alanine, N,N-bis(carboxymethyl)-, trisodium 
salt 164462-16-2 A、C、E、H、K、M、S

4 N-(3- 氨基丙基 )-N- 十二烷
基 -1,3- 丙二胺 

1,3-Propanediamine, N-(3-aminopropyl)-N-
dodecyl- 2372-82-9 A、C、E、H、K、M、S

5 N,N- 二乙酸 -L- 谷氨酸四钠 N,N-bis(carboxymethyl)-L-glutamic acid 
tetrasodium salt 51981-21-6 A、C、E、H、K、M、S

6 N,N- 二 ( 羧甲基 ) 丙氨酸三
钠盐 

Alanine, N,N-bis(carboxymethyl)-, trisodium 
salt 164462-16-2 A、C、E、H、K、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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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CAS 编码 使用范围

7 磺化二苯醚四聚丙烯衍生
物钠盐

Benzene,  1 ,1 ' -oxyb is - ,  tet rapropy lene 
derivatives, sulfonate 119345-04-9 E

8 硫酸钠 Sodium sulfate 7757-82-6 E

9 癸基 ( 磺苯氧基 ) 苯磺酸二
钠盐 

Benzenesulfonic acid, decyl(sulfophenoxy)-, 
disodium salt 36445-71-3 E

10 氧基双 ( 癸基 ) 二苯磺酸二
钠盐 

Benzenesulfonic acid, oxybis(decyl)-, disodium 
salt 70146-13-3 E

11 2- 甲基 -3(2H)- 异噻唑啉酮 2-methylisothiazol-3(2H)-one 2682-20-4 E

12 磺化二苯醚仲己基衍生物
钠盐 Disodium hexyl diphenyl ether disulphonate 147732-60-3 E

13 十六烷基磺基苯氧基苯磺
酸二钠盐

Disodium hexadecyldiphenyloxide disulfonate 65143-89-7 E

14 氧双十六烷基苯磺酸二钠
盐

D i s o d i u m  d i h e x a d e c y l d i p h e n y l o x i d e 
disulfonate 70191-76-3 E

15 氯化钠 Sodium chloride 7647-14-5 E

16 聚环氧乙烷聚环氧丙烷单
丁基醚

Polyethylene-polypropylene Glycol Monobutyl 
Ether 9038-95-3 H

17 三异丙醇胺 Triisopropanolamine   122-20-3 E，H

18 环氧乙烷与环氧丙烷的聚
合物

Polyalkylene glycol 2594628 E

19 乙氧基化 -C12-14- 仲醇类
聚氧乙烯

Secondary alcohol, C12-14, ethoxylated 84133-50-6 E

20 乙氧基丙氧基化 -C6-12- 醇 Alochol, C6-12, ethoxylated, propoxylated 68937-66-6 E

21 C10-16 脂肪醇聚氧乙烯聚
氧丙烯醚

Alochol, C10-16, ethoxylated, propoxylated 69227-22-1 E

22
甲基环氧乙烷与环氧乙烷
和单（2- 乙基己基）醚的

聚合物
Ethoxylated propoxylated 2-ethyl-1-haxanol 64366-70-7 E

23 二甲基（硅氧烷与硅酮） Siloxanes and siicones, di-Me 63148-62-9 E

24 苯乙烯丙烯酸（酯）类共
聚物

Styrene/acrylates copolymer / E

25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Acrylates copolymer / E

26 疏水改性环氧乙烷聚氨酯
Hydrophobically modified Ethylene oxide 
Urethan / E

27 单乙醇胺 Monoethanolamine 141-43-5 E
28 丙二醇甲醚 Propylene Glycol Methyl Ether 107-98-2 E
29 二丙二醇甲醚 Dipropylene Glycol Methyl Ether 34590-94-8 E
30 三丙二醇甲醚 Tripropylene Glycol Methyl Ether 25498-49-1 E
31 丙二醇丙醚 Propylene Glycol n-Propyl Ether 1569-01-3 E
32 二丙二醇丙醚 Dipropylene Glycol n-Propyl Ether 29911-27-1 E
33 丙二醇丁醚 Propylene Glycol n-Butyl Ether 5131-66-8 E
34 二丙二醇丁醚 Dipropylene Glycol n-Butyl Ether 29911-28-2 E
35 三丙二醇丁醚 Tripropylene Glycol n-Butyl Ether 55934-93-5 E
36 丙二醇苯醚 Propylene Glycol Phenyl Ether 770-35-4 E
37 二乙二醇乙醚 Diethylene Glycol Ethyl Ether 111-90-0 E
38 二乙二醇甲醚 Diethylene Glycol Methyl Ether 111-77-3 E
39 二乙二醇丁醚 Diethylene Glycol n-Butyl Ether 112-34-5 E
40 二乙二醇己醚 Diethylene Glycol Hexyl Ether 112-59-4 E
41 乙二醇丙醚 Ethylene Glycol Propyl Ether 2807-30-9 E
42 乙二醇丁醚 Ethylene Glycol n-Butyl Ether 111-76-2 E
43 乙二醇己醚 Ethylene Glycol Hexyl Ether 112-25-4 E
44 三乙二醇甲醚 Triethylene Glycol Methyl Ether 112-35-6 E
45 三乙二醇乙醚 Triethylene Glycol Ethyl Ether 112-50-5 E
46 三乙二醇丁醚 Triethylene Glycol n-Butyl Ether 143-22-6 E
47 乙二醇苯醚 Ethylene Glycol Phenyl Ether 122-99-6 E

48
α-[ 三 (1- 苯基乙基 ) 苯

基 ]-ω- 羟基 - 聚 ( 氧 -1,2-
乙二基 )

Poly(oxy-1,2-ethanediyl), α-[tris(1-phenylethyl)
phenyl]-ω-hydroxy- 99734-09-5 A、C、E、H、K、M、S

49 N,N- 二甲基癸烷基 -N- 氧
化胺 N,N-Dimethyldecylamine N-oxide 2605-79-0 A、C、E、H、K、M、S

50 N,N- 二甲基烷基 -C10-16-
胺 -N- 氧化物

Amines, C10-16-alkyldimethyl, N-oxides 70592-80-2 A、C、E、H、K、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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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CAS 编码 使用范围

51 二乙烯三胺五乙酸五钠
D i et hy l e n e  t r i a m i n o p e nta  a c et i c  a c i d 
pentasodium salt 140-01-2 A、C、E、H、K、M、S

52 过氧化氢 Hydrogen peroxide 7722-84-1 A、C、E、H、K、M、S

53

氯化 N,N- 二甲基 -N-2- 丙
烯基 -2- 丙烯 -1- 胺与 2- 丙
烯酸钠的化合物与硫化钠

的反应产物

2-Propen-1-aminium,  N,N-dimethyl -N-
2-propeny l - ,  ch lor ide  compound wi th 
2-propenoic acid, sodium salt,  reaction 
products with disodiu

364066-68-2 A、C、E、H、K、M、S

54 丙醇醚 Dipropylene glycol 25265-71-8 A、C、E、H、K、M、S

55 (1- 羟基亚乙基 ) 二膦酸 Phosphonic acid, (1-hydroxyethylidene)bis- 2809-21-4 稳 定 剂                                            
A , C, E, H, M

56 烷基糖酰胺 Alkyl glucamide

287735-50-6 
1591782-62-5  
1591782-99-8      
1591783-13-9

C、E、H、K、M

57 反式 -1- 氯 -3，3，3- 三氟
丙烯

trans-1-Chloro-3,3,3-trifluoropropene 102687-65-0 A、C、E、H、K

58 反式 -1,3,3,3- 四氟丙烯 trans-1,3,3,3-Tetrafluoropropene 29118-24-9 A、C、E、H、K
59 2,3,3,3- 四氟丙烯 2,3,3,3-Tetrafluoropropene 754-12-1 A、C、E、H、K
60 聚氧乙烯 C8-18 醇醚 polyoxyethylene C8-18 alcohol ether / E, H , M
61 C12-18 烷基苯磺酸钠 C12-18 sodium alkylbenzene sulfonate / C , E , H
62 C12-18 烷基硫酸钠 C12-18 sodium alkyl sulfate / C , E , H , M

63 N,N,N',N'- 四 (2- 羟基丙基 )
乙二胺

2-Propanol, 1,1',1'',1'''-(1,2-ethanediyldinitrilo) 
tetrakis- 102-60-3 E, H

64 C12-14 醇聚氧乙烯醚硫酸
盐

C12-14 alcohol polyoxyethylene ether sulfate / E, H

65 N,N- 二 ( 羧甲基 ) 丙氨酸三
钠盐

Alanine, N, N-bis(carboxymethyl)-, trisodium 
salt 164462-16-2 E, H, M, S

66 蛋白酶 Protease / M

67 环氧丙烷与环氧乙烷的聚
合物

Polymer of methyloxirane and oxirane ’9003-11-6 H

68 烷氧基 C8-18 醇 Alkoxy C8-18 alcohol / E, H, M
69 次氮基三 ( 亚甲基膦酸 ) Nitrilotris(methylenephosphonic Acid) 6419-19-8 A C E H M
70 硝酸 Nitric acid 7697-37-2 A C E H M
71 锡酸钠 Sodium Hexahydroxostannate 12027-70-2 A C E H M
72 8- 羟基喹啉硫酸盐 8-Hydroxyquinoline sulfate 207386-91-2 A C E H M

73 二乙烯三胺五亚甲基膦
d i e t hy l e n e t r i a m i n e  p e n t a ( m e t hy l e n e 
phosphonic acid 15827-60-8 A C E H M

74 氢氧化钠 Sodium hydroxide 1310-73-2 A C E H M
75 焦磷酸钠 Disodium pyrophosphate 7758-16-9 A C E H M

76 二己烯三胺五甲叉膦酸
b i s ( h e x a m e t h y l e n e  t r i a m i n e 
penta(methylenephosphonic acid)) 34690-00-1 A C E H M

77 吡啶 -2,6- 二羟酸 2,6-Pyridinedicarboxylic acid 499-83-2 A C E H M
78 磷酸二氢钠 Sodium Dihydrogen Phosphate 7558-80-7 A C E H M
79 磷酸氢二钠 di-Sodium hydrogen phosphate 7558-79-4 A C E H M
80 (1- 羟基亚乙基 ) 二膦酸 Phosphonic acid, (1-hydroxyethylidene)bis- 2809-21-4 A C E H M
81 硝酸银 Silver nitrate 65-85-0 A C E H M
82 苯甲酸 Benzoic acid 65-85-0 A C E H M
83 酒石酸 Tartaric acid 526-83-0 A C E H M

84 乙二胺四 ( 甲基膦酸 ) Phosphonic acid, [1,2-ethanediylbis[nitrilobis(
methylene)]]      tetrakis- 1429-50-1 E, M

85 1- 羟亚乙基二膦酸四钠 Phosphonic acid, (1-hydroxyethylidene)bis-, 
tetrasodium salt 3794-83-0 E, M

86 四乙酰乙二胺 Acetamide, N,N'-1,2-ethanediylbis [N-acetyl- 10543-57-4 M
87 烷基苯磺酸钠 Sodium alkylbenzene sulfonate 68411-30-3 E, M
88 聚磷酸钠盐 Polyphosphoric acids, sodium salts 68915-31-1 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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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美国和欧盟地区消毒剂惰性成分管理简介

在美国，物体表面消毒剂由美国环保署（EPA）监管；而用于人体的消毒产品作为药品受美国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监管。

这是美国环保署网站关于惰性成分信息的页面：  

https://iaspub.epa.gov/apex/pesticides/f?p=INERTFINDER:1:0::NO:1:: 

惰性成分分为 3 组，您将在此页面上的“快速列表”下看到链接，然后可以下载这些链接。 这些
惰性成分可适用于物体表面，也可以用于食品的表面，或用于农作物。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并未出台具体的可用惰性物质清单，也没有针对惰性物质的非处方
药专论 (OTC Monograph)（一般来说，OTC 专论就相当于审查标准）。这些惰性物质的正常使用，取
决于配方产品的制造商，他们应当确保惰性物质的安全性并确认其不会干扰活性成分的效用。 因为，
一个产品获得 FDA 批准还有要花费更长时间。但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建立了一个非活性成分
数据库（IID）https://www.accessdata.fda.gov/scripts/cder/iig/index.cfm 

使用非活性成分需要经过审查程序，一旦审查通过，将被纳入数据库。

加拿大：加拿大拥有与美国类似的监管程序。 对于惰性物质没有限制，仅对活性物质进行管理。

   

欧盟：杀菌活性成分列表参见：https://echa.europa.eu/regulations/biocidal-products-regulation/
approval-of-active-substances/list-of-approved-active-substances  目前欧盟也没有对惰性成分进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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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ICM Position Paper on Revision of Management 
Regulations on ODS and HFCs

Summary: AICM Position Paper on Revision of Management Regulations on ODS and HFCs 
Contributing members mainly from: altogether 5 members, Arkema, BASF, Covestro, Dow, Honeywell

Our activities: 
Circulate the notice and call for comment to all members May 21, 2020
The first group meeting on June 15, 2020 upon comments collected
Finalize position paper at sub-committee, June 17, 2020

Trigger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The former Management Regulation on ODS was adopted in 2010 
which was the first regulation that was transformed from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to phase out ODS. 
Considering revision at international level where 18 HCFs related substances were put under control, while 
implementation details domestically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and specified. Revision was carried 
out regarding that regulation. Of particular interest to member business operation, the revision brought 
about the following major changes: 1. regulatory framework and scope are further extended at county-
level, which means that there are supervision at national, municipal and county level; 2.HCFs is subject to 
management control; 3. Definition of production was further clarified to include byproducts, and mixtures 
of ODS and HCFs are also put under regulatory control. Considering these changes, comments are collected 
from members to address issues regarding regulatory details.

Comment Summary: 
1．Issue a national unified management procedure and requirement to facilitate implementation. 
We are very pleased to see the revision of the "Regulations", and hope that a unified national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work procedures will be introduced. In actual operation, we found that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cities have different management procedures and requirements on ODS and HFCs. 
This brings some confusion to the enterprise and increases the corresponding workload. Especially in terms 
of filing-based registration of ODS and HCFs sales, we suggest that nationwide unified filing requirements be 
issued where provinces and cities would follow in a unified manner. For specific sales filing requirements, 
it is recommended to reduce the data requirements. Under cap control, it is sufficient to report the annual 
purchase volume and sales volume, without providing detailed information for every specific orders.
2．Further clarify definitions and scope of controlled use, exemption of controlled use, and controlled use 
under a cap
We see that in this revision, uses are divided into controlled uses and raw material uses. Among them, 
controlled uses also include a cap control and exempt controlled use without cap control. However, the 
definition, scope and control measures of these terms are not clear enough. We expect clarifications on 
the definition and control scope of the above-mentioned terms to help enterprises clearly understand the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3．It is recommended to apply exemption to the use of a small amount of HCFCs and decrease the 
exemption amount year by year.
According to current requirements, HCFCs used in laboratories in samples need to perform filing procedures 
for sale. When enterprises choos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dditives to develop new products, they need to 
compare with the original samples of HCFCs to test performance. These samples added with HCFCs will not 
be sent downstream and cannot provide enough information to complete the "filing for sale".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o add a few exemptions. The exemption amount is 100 kg/year, and such amount subject 
to exemption may decrease year by year.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MEE, initiate technical discussion if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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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 :
AICM（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有限公司）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

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代表，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
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
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积极形象。

 贵司在 2020 年 5 月发布了关于公开征求《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意见的通知，对此，AICM 和会员公司高度重视，并组织了
学习和讨论，现形成如下建议：

1. 出台全国统一的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监督管理机制和工作流程 
我们很高兴的看到此次《条例》的修订，希望条例实施后，能够出台全国统一的监督管理机制

和工作流程。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发现不同省、市对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的监督管理存在
差异，在流程设置、资料要求方面各不相同。这对企业带来一定的困惑，并增加了相应的工作负担。
尤其在销售备案方面，我们建议出台全国统一的销售备案要求，并由各省市遵照执行。针对具体的
销售备案要求，建议减化资料要求。按照总量控制原则，汇报每年的采购量和销售量即可，无需提
供每一笔订单的详细信息。

2. 明确受控用途、豁免受控用途以及总量控制豁免受控用途以外的受控用途的定义和管控范围
我们看到此次修订中将用途分为受控用途和原料用途，其中受控用途也包括总量控制的和无总

量控制的豁免受控用途。但对于这些术语的定义、限定范围以及管控措施还不够清晰，我们建议明
确受控用途、豁免受控用途以及总量控制豁免受控用途以外的受控用途等术语的定义和管控范围，
帮助企业清晰地了解监管要求。

3. 建议增加少量 HCFCs 物质使用的豁免条款，并对豁免量逐年递减。
根据现行要求，实验室用 HCFCs 物质在样品中需要进行销售备案。企业在选用环境友好型添加

剂开发新产品时，需要与原来添加 HCFCs 物质的样品进行对比，以测试各方面性能。这些添加了
HCFCs 物质的样品并不会给到下游，无法提供足够信息以完成“销售备案”。因此，建议增加少量豁免
条款。豁免量 100 公斤 / 年，并逐年递减。

4. 加强进出口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的监管
我们很高兴的看到现阶段，我国已经形成了完善的总量控制与配额许可的管理制度和监管体系。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建议有关部门在进出口环节加强监管，尤其是对漏报、瞒报等违反进出口许可
证规定的情形加强监管。进一步巩固并扩大履约成效和 ODS 淘汰管理成果。针对《条例》的内容，
我们形成了具体的建议，请审阅附件。我们诚挚地感谢贵司给予业界此次意见反馈的机会，并期待
着与您就此事宜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与合作。

AICM

                                                            2020 年 6 月 17 日

联系人：贺 畅

手机：18910120882    Email:  changhe@aicm.cn 

AICM 对于《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管理条例（修订
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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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条款 原文 修改建议 主要理由

第二条
第 3 部分

《中国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
氟碳化物清单》由国务院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
制定、调整和公布。

《中国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
物清单》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
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定期调整和公
布。

一方面，不断有新型制冷剂问世，比如美国采暖、
制冷与空调工程师学会不断收集和更新其 ASHRAE
标准，该标准为全球行业所共用；另一方面
国 际 公 约 也 会 定 期 更 新 受 控 消 耗 臭 氧 层 物 质
（ODS），特别是氢氟碳化物（HFCs）清单。
因此，对于 ODS 清单，特别是对于 HFCs 清单，应
进行定期调整和更新，以反应最新的情况，与市
场情况和国际公约的变化保持一致。
而且，一些 HFCs，是会根据实际情况有豁免受控
用途的（如用于医疗等），而当有了环境友好型
替代物出现时，也应定期调整目录，对这里豁免
用途等进行更新

第三条
第 1 部分

第三条【适用范围】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从事消耗臭氧层物质
和氢氟碳化物的生产、销售、使
用和进出口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适用范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从事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
的生产、销售、使用和进出口、维修、
回收和再生利用、销毁等活动，适用本
条例。

第 19，20 条新增关于维修、回收和再生利用、销
毁的备案监管要求，适用本条例。

第七条

第七条【管理制度】
（三）从事含消耗臭氧层物质和
氢氟碳化物的制冷设备、制冷系
统或者灭火系统的维修经营活动
（以下简称维修）

　第七条【管理制度】
（三）从事含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
化物的制冷设备、制冷系统或者灭火系
统的维修经营活动（以下简称维修，不
包括个体经营者）

第八条

第八条【配套措施】研发、生
产、使用替代消耗臭氧层物质和
氢氟碳化物的工艺技术、设备和
产品及其转化利用的工艺技术和
设备，应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惠政
策。国家对在消耗臭氧层物质淘
汰和氢氟碳化物削减工作中做出
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
励。

第八条【配套措施】研发、生产、使用
替代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的工
艺技术、设备和产品及其转化利用的工
艺技术和设备，应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惠政策。国
家对在消耗臭氧层物质淘汰和氢氟碳化
物削减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
人给予奖励，对于提前积极关闭高 GWP
氢氟碳化物产能的企业给予财政支持。

有利于行业去除冗余产能，引导行业投资新一代
产品

第八条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国
务院有关部门制定、调整和公布
《中国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
化物替代品推荐名录》。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
关部门制定、定期调整和公布《中国消
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替代品推荐
名录》。

一方面，不断有新型制冷剂问世，比如美国采暖、
制冷与空调工程师学会不断收集和更新其 ASHRAE
标准，该标准为全球行业所共用；另一方面
国 际 公 约 也 会 定 期 更 新 受 控 消 耗 臭 氧 层 物 质
（ODS），特别是氢氟碳化物（HFCs）清单。
因此，对于 ODS 清单，特别是对于 HFCs 清单，应
进行定期调整和更新，以反应最新的情况，与市
场情况和国际公约的变化保持一致。
而且，一些 HFCs，是会根据实际情况有豁免受控
用途的（如用于医疗等），而当有了环境友好型
替代物出现时，也应定期调整目录，对这里豁免
用途等进行更新

第十二条

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的
生产单位和实行总量控制的豁免
受控用途的使用单位，应当于每
年 10 月 31 日前向国务院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提交下一年度的配额
许可证申请表。

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的生产单
位和实行总量控制的豁免受控用途的使
用单位，应当于每年 10 月 31 日前向国
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交下一年度的
配额许可证申请表。由于工艺原因必然
产生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副产
品或者联产品的生产单位，副产物如果
不作为商品销售，而是作为原料用于本
公司的生产，可以视为生产过程的一部
分，仍需要备案，但实行 0 配额管理。

产生 ODS 和 HFC 氟产品的生产单位按照前款规定，
也属于生产企业，但是某些生产环境友好型制冷
剂的单位，其副产品并不销售，而是直接作为中
间体用于下一步反应，或作为废弃物交由有资质
的供应商处理。所以，如果其副产品也有生产配
额则反而会制约环境友好型产品的生产。所以建
议对这些单位配发 0 配额限制的许可证，既可以
对其监督管理，又不影响生产。

第十八条

第十八条【销售备案】      
  销售单位禁止将已淘汰消耗臭氧
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及其混合物
销售给除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原料
用途、豁免受控用途和维修以外
的使用单位，禁止将原料用途消
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销售
给受控用途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
氟碳化物的使用单位

第十八条【销售备案】销售单位禁止将已
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及其混
合物销售给除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原料用
途、豁免受控用途和维修以外的使用单
位 . 禁止将原料用途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
氟碳化物销售给受控用途消耗臭氧层物质
和氢氟碳化物的使用单位

1、销售单位无法控制使用单位的末端使用用途       
2、第二十一条 【交易限制】中已有规定“购买、
销售行为只能在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消耗臭氧层物
质和氢氟碳化物的生产、销售、使用、维修、回
收和再生利用单位之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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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原文 修改建议 主要理由

第二十一
条

第二十一条【交易限制】除依照
本条例规定进出口外，消耗臭氧
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及其混合物
的购买、销售行为只能在符合本
条例规定的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
氟碳化物的生产、销售、使用、
维修、回收和再生利用单位之间
进行。

建议删除本条
作为销售单位，并不能确认或核实下游单位的行
为是否符合本条例规定，而只能提醒或者索要一
些符合本条例的自我声明。

第二十五
条

进出口属于危险化学品的消耗臭
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的单位，
还应当提交该危险化学品在国内
生产使用企业持有的危险化学品
环境管理登记证，以及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危险化学品
生产、使用或者经营许可证

进出口属于危险化学品的消耗臭氧层物质
和氢氟碳化物的单位，还应当提交该危险
化学品在国内生产使用企业持有的危险化
学品环境管理登记证，以及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核发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或
者经营许可证

危险化学品环境管理登记证已取消（2016 年 7 月
13 日，中国环保部发布了《关于废止部分环保部
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其中包括《危险
化学品环境管理登记办法（试行）》（环保部 22
号令））

第二十六
条

国家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
物进出口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
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
查，              
进出口审批单的有效期最长为
90 日，进出口审批单的有效期
最长为 90 日，不得超期或者跨
年度使用

国家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进出
口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5 个
工作日内完成审查，          
进出口审批单的有效期最长为 180 日，
不得超期或者跨年度使用

20 天的审查时间过长，对市场有严重影响；
因为这类产品绝大多少情况下只能使用海运的方
式，往往运期就需要 3 个月左右，再加上出厂，装箱，
清关，运输等环节，有时客户的信用证办理也会
延误。仅仅 90 天有效期会导致产品还未到港，进
出口审批单已失效。
出口许可证的有效期为 180 天，因此建议审批单
有效期也相应改为 180 天。

审批单的有效期要求对市场影响非常大，虽然之
前法规要求也是如此，但那只针对消耗臭氧层物
质，市场现存量不多。而如今扩展到氢氟碳化物，
其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如果采取和 ODS 一样
的管理方式，则对企业和经济的影响远大于现阶
段。

第四十二
条

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及
其混合物的生产、销售、使用、
维修、回收和再生利用单位向不
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单位销售或者
购买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
物及其混合物的，由所在地县级
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交易
双方改正，没收其违法所得，并
处 2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
对获得配额许可证的单位，报国
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核减其配
额数量。

建议删除本条
作为销售单位，并不能确认或核实下游单位的行
为是否符合本条例规定，而只能提醒或者索要一
些符合本条例的自我声明。

第四十五
条

第四十五条【违反资料保存义务的
法律责任】从事消耗臭氧层物质和
氢氟碳化物生产、销售、使用、进
出口、维修、回收、再生利用、销
毁等经营活动的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1 万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1 万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违反资料保存义务的法律
责任】从事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
物生产、销售、使用、进出口、维修、
回收、再生利用、销毁等经营活动的单
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县级以
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1. 资料的内容和保存方式各企业存在差异，与政
府要求或理解的方式也存在差异。合理的做法是
先整改，获得认识上的统一，而不是先罚款。

2. 按照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
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
（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四）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不予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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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ICM position paper on <General rules for the storag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Summary: 
Name: AICM position paper on <General rules for the storag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Issuer: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mainly from: Totally 12 members, Arkema, Dow, Dupont, Eastman, Evonik, Honeywell, 
Lubrizol, Merck, Nouryon, PPG, SABIC, Shell

Our activities:
IPAC circulated to all members for comments on Mar. 31, 2020
The first round Tel-conference discussion under hazardous chemical sub-committee on Apr. 22,2020
The second round Tel-conference discussion under hazardous chemical sub-committee on Apr. 26,2020
Revised comments and Align on May 9, 2020
Draft position and circulated on May 14, 2020
Group review and finalize position paper at sub-committee, May 20, 2020

Trigger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This standard is a key standard for hazardous chemical, which guided hazardous chemicals storage. MEM released the 
draft on their website and solicited public opinions by May 27. Most members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is standard 
and IPAC organized to collect and discuss comments. We hope to provide industrial practice and suggestions to policy 
makers. 
Through several discussions and alignments, we raised 59 comments for this standard. We would like to brief key 
points for you reference.

Comments Summary: 
1. We suggest to clarify some definitions and scope in the standard draft. 
- Hazardous chemicals which belong to dangerous goods shall be managed according to this standard. Others are 
evaluated by the enterprise itself. 
- It is suggested to add the explanation of “the entrusted storage unit of hazardous chemicals”.
- Modify the definition of “separate storage”, followed effective GB15603 
- Clarify the definition of “Toxic hazardous chemical”, It is suggested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classification category of 
GHS and modified to acute toxic hazardous chemicals.
2. An exemption is granted for a limited quantity of hazardous chemicals listed in the road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regulations (JT/T617) and packed in accordance with JT/T617 - i.e. not stored in a hazardous chemicals 
warehouse.
3. We suggest that The stacking of hazardous chemicals should not exceed 3 meters. The packaging of hazardous 
chemicals has been tested by 3m stacking test. The height is not the factor that leads to falling, and binding and 
fixation i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4. We suggest that Operation qualification of hazardous chemicals should be modified according to host law. 
5. We suggest that a transitional period should be given to the hazardous chemical warehouses that have been built 
or approved for construction before the standard release date.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should give the enterprise 
enough time to transform.
6.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existing warehouse resources in the country, some requirements should be 
weakened or suggested (recommended), such as th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requirements of the warehouse.
7. We provide 5 comments on typo and verbal revision.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MEM, and communicate with hazardous chemical standard council of M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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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应急管理部危化监管司：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司
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协会，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
在华企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
各利益攸关方推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
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形象。

AICM 和会员公司对《危险化学品储运通则》（征求意见稿）非常重视，该通则对我们
会员公司的危险化学品储运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AICM 积极组织会员公司研读，提出
如附件的意见和建议，供参考。

AICM 
2020 年 5 月 25 日

联系人：霍立彬
手机：15810581356    Email:  Libinhuo@aicm.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院凤凰置地广场 A 座写字楼 902

AICM 对于《危险化学品储运通则》（征求意见稿）
的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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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应急管理标准项目征求意见表

标准项目名称：GB 15603-xxxx 危险化学品储存通则

征求意见单位：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 联系人：霍立彬 电话：15810581356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院凤
凰置地广场 A 座 902 室

邮箱：libinhuo@aicm.cn

序号
标准章
条编号

修改意见 / 建议 修改理由

1 1
“本标准适用于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
经营企业的危险化学品储存管理”
建议明确适用于本标准的危险化学品的范畴

第九类危险货物是否属于危险化学品以及“仅有水生环境危害”的危险化
学品是否按照储存通则要存放在危险化学品仓库。
危化品安全法在起草，国家的法律法规正趋向于对危险化学品“精细化
管理”、“精准执法”； 同时市场上危险化学品仓库资源有限。应急管理
部是否会考虑更多的聚焦“目录” 里的危险化学品进行严格管理；而不
在目录里的“仅有水生环境危害” 的化学品，可以按照普通化学品存储
通过加强管理机制来避免环境污染。

2 1 建议明确 ISO tank 的适用性 因 ISO tank 不属于储罐设施，需明确是否适用于本标准要求。

3 3 

建议增加“危险化学品”的定义：“符合 2015 版《危
险化学品目录》的危险性确定原则分类的化
学品”；或改为“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
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
且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
化学品”

与国家最新起草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法》草案保持一致。       
如规定为 2015 版危险化学品目录定义的危险化学品，对于 GHS 分类制
度下的某些危害类别（如皮肤刺激、严重眼刺激、呼吸道 / 皮肤致敏、
致突变性、致癌性、特异性靶器官毒性、生殖毒性、水生环境危害、
臭氧层危害等），尚无法规明确这类化学品的储存条件。建议属于危
险货物的危险化学品按照此标准储存管理。其他的由企业进行风险评
估，按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易燃易爆性商品储
存养护技术条件》(GB 17914-2013)、《毒害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
(GB17916-2013)、《腐蚀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GB17915-2013)、《仓
储场所消防安全管理通则》（GA 1131-2014）等标准和 SDS 第 4~8 部分
信息操作。

4 3.1 建议修改为“涉储存的危险化学品单位” 
标准中“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的定义与现行 591 号令不一致。“危化品
储存单位”一般指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中对危化品进行储存管理的单位，
即该单位不生产或使用危险化学品，但提供危化品的储存场所和设施。

5 3 建议增加“危险化学品仓库”的要求

目前危险化学品带仓库设施经营许可证是仅按照消防的甲、乙、丙三
类进行行政审批的，工厂自用的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也仅在消防验收
批复上写明甲、乙、丙类。对于不需要放在甲乙丙类仓库的危险化学
品就无仓库可用。建议明确对不需要放在甲乙丙类仓库的危险化学品
的仓库要求。

6 3.1

建议增加术语和定义中“危险化学品品使用单
位、委托储存单位”的解释（望与其它危险化
学品管理法规保持连贯性、一致性        
建议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修改为：“危险
化学品生产、经营、使用（且使用量达到需
要取得危险化学品使用许可证要求）的单位，
其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

明确定义后便于企业落实相关要求，各相关方履行相应的职责，才能
切实加强危险化学品储存管理。         
  “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这一说法不够明确。根据安全生产法、591 号
令等上位法要求，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但使用量未达到规定数量
的化工企业，应急管理部门对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没有强制的
考核资质要求，因此原描述与上位法冲突。

7 3.4
建议修改分开储存的定义为：在同一储存空
间内，用距离（至少保持 2m 距离）将不同
非禁忌物品隔开的储存方式。

（1）《GB15603-1995》的禁忌物配存表规定了部分物品堆放时至少隔
离 2m。

8 4.1.3 建议删掉 4.1.3 

该标准的适用范围更广，而所参考的 GB18265《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
安全技术基本要求》，适用范围仅限于危化品经营企业，如果要求带
有储存设施的使用单位也符合 GB18265 的要求，则大大扩大了 18265
的范围，现实中也无法实现。

9 4.1.1 建议增加“符合标准《GB 51283-2020 精细化
工企业工程设计防火标准》”

并非所有涉储存的危险化学品企业都属于石化行业，建议增加精细化
工行业的适用标准。

10
4.2.1  
4.2.2  
4.2.3

建议修改成“宜按照安全标准化的要求……”
根据安全生产法，安全标准化并非强制要求，也并不适用于仅使用危
险化学品且无需取得使用许可的单位，如写成“应按照”，与现行法规要
求不一致。

11 4.2.4
建议删除“覆盖全员的应急反应程序”，修改为“应
当制定本单位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并进
行……”

与 591 号令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描述统一，避免歧义。

12 4.3.2

建议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修改为：“危险
化学品生产、经营、使用（且使用量达到使
用许可证要求）的单位，其主要负责人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

“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这一说法不够明确。根据安全生产法、591 号令
等上位法要求，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但使用量未达到规定数量的
化工企业，应急管理部门对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没有强制的考
核资质要求，因此原描述与上位法冲突。

13 4.3.4
建议修改为“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从业人员应
理解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并掌握风险防范
措施，……”

看懂，较为口语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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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章
条编号

修改意见 / 建议 修改理由

14 4.4.2

建议修改为“委托储存单位与危险化学品储存
单位应根据委托储存单位提供的危险化学品
对按照其特性、防火要求及化学品安全技术
说明书中的储存要求，选择符合规范的仓储
设施进行储存。”

1. 不宜在没有法规支撑的条件下，在技术标准内明确委托储存单位和
储存单位的法律责任或者单方面增加委托储存单位的责任。而且作为
危化品储存经营单位，具有法律责任落实储存经营范围内的经营活动。

15 4.4.2

建议： 对于列入《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JT/T 617），且包装符合 JT/T617 的有限数
量危险化学品给予豁免 - 即可以不储存在危
险化学品仓库里。
附上：2019 年应急管理部，交通部等六部委
共同公布的《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
法》的第十七条 
“有限数量危险货物的包装、标记，以及每个
内容器或者物品所装的最大数量、总质量（含
包装），应当符合《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JT/T 617）要求。”

有限数量的危险化学品，通过国际空运或者海运，到达国内后，必须
放入危险化学品仓库储存。这样的操作造成了很多实际问题：
1. 这些化学品的安全风险很低，但占用了不少宝贵的危险化学品仓库
资源。
2. 被认为可以作为“普货”运输的化学品，需要按照危险化学品要求来操
作，增加操作的复杂性。
3. 仓库资源的挤兑造成某些不法电商，并不真正遵循安全规则操作。
反而，造成很多安全隐患。
如果有限数量的危险化学品的储存和运输相互贯通， 不仅不会降低安
全风险，而且可以把有限的仓库资源让给高风险的危险化学品使用。

16 4.4.5
建议修改为“剧毒化学品应实行“五双”管理（双
人验收、双人保管、双人发货、双把锁、双
本帐）；……”

前后一致

17 5.1.1

建议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修改为：“危险
化学品生产、经营、使用（且使用量达到使
用许可证要求）的单位，应但建立安全组织，
依法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管理人员……”

按照原定义，“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包括使用单位，但强制配备安全人
员的要求不适用于使用危化品从事生产但使用量未达到规定数量的化
工企业，原描述与上位法冲突。

18 5.2 建议在术语部分对“库区”加以定义。“库区”
是否包括仓库和堆场？

同左

19 5.3.4

建议修改为“危险化学品储存仓库进行开桶、
分装改装、物流加工等作业应在专用场所进
行，满足厂房消防要求及化学品职业卫生及
环保要求。”

对于配方型精细化工企业，经常会在仓库边设置专门的分装称量区域。
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3.3.10 里明确描述了仓库如果具有同时具有
物品储存与物品装卸、分拣、包装等生产性功能，其主要功能为分拣、
加工等生产性质的活动的防火分区要根据其生产加工的火灾危险性按
厂房的规定进行划分，而不是完全禁止分装、加工。只要满足消防验收，
环评、职业卫生要求应可以接受。

20 6.1.3 建议修改为“在库内搬运装卸易燃易爆危险化
学品，应使用防爆型叉车。”

21 6.2 建议在术语部分对“堆码”加以定义，并明确
货架是否属于堆码？

同左

22 6.2.2  
建议删除“除 200L 及以上的钢桶包装外，其
他包装的危险化学品不应就地码放，货垛垫
底高度不小于 15cm。”

所有的危险化学品包装都是经过堆码、跌落测试的，不认为 200L 钢桶
与其他包装化学品有差异，例如塑料桶，IBC，箱体。现有标准托盘也
没有 15cm 高，如果垫底不稳容易倒垛，也不利于仓库进出操作。

23 6.2.3

建议修改为“危险化学品堆码不应超过 3m（不
含托盘高度），易倾倒货物不可堆叠，堆叠
货物应采取衬垫、托盘码放，并用轧带、缠
绕膜稳定系固防止倾斜”

危险化学品包装都经过３ｍ堆码试验，高度不是导致跌落的因素，捆
扎固定也是重要原因。

24 6.2.3 增加其他包装形式和规格如：IBC 和 60L 塑
料桶等

其他包装形式的堆码要求未涉及，需要明确。

25 6.2.5 澄清货架上的货物是否适用此条款
曾经有检查人员提出货架到墙、柱的间距需要满足次条款的要求（货
架专业安装公司的意见是货架距离墙、柱太远会影响货架的稳定性）

26 6.2.5
澄清什么叫一垛，一垛的最小面积是多少？
一托盘是否被视为一垛？货架是否遵守此垛
距？

曾经有检查人员人提出一托盘的货物就是一垛，要求每一托盘之间的
间距都要保持 1 米，在实际操作中无法执行。

27 6.2.5 建议明确“仓库、货棚内的堆垛间距”的要求
是否适用于货架？

同左

28 7.1.2 建议：     分别说明委托储存单位和储存单位
的各自责任或义务。

在操作过程可能存在责任界定困难的问题。

29 7.2.4

建议修改为“应提供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并符合 GB/T16483《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
内容和项目顺序》的规定，应获得中文化学
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与上位法冲突，交通运输部只要求附有托运清单，根据最新版危险货
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无随附要求。

30 7.3.3 建议修改为“未提供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与
安全标签的危险化学品不应入库，……”

31 7.3.5 建议修改为：过期或需报废的危险化学品经
与委托储存方协商进行相应处理。

“超期危险化学品”的“超期”含义不清楚。

32 9.4 建议修改或明确“危险化学品运营资质”要求
的上位法来源，或修改为“危险货物运输资质”

现行的危险货物运输要求中，提货车辆暂时没有“危险化学品运营资质“要
求，只有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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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章
条编号

修改意见 / 建议 修改理由

33 9.4 建议“认真查验提货车辆及随行人员的危险化
学品运营资质，并作好记录。不符合要求的
不应受理出库业务”条款补充“按照《危险货
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及其配套法规，
可豁免的除外”

本身出库是考虑下一步的运输环节，而在运输环节企业会参照交通运
输部门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去执行，希望两个主管部门（交通运输部、
应急管理部）法律法规有可持续性和连贯性。
譬如：按照《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及其配套法规（JT/T 
617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等），许多危险化学品在满足要求的情形下
（比如有限数量，例外数量，单个单一包装或者组合包装的内包装 <5L
的 UN3082 货物等），可以按照普通货物运输，提货车辆无须危险化学
品营运资质。

34 10 建议将“劳动保护”修改为“个体防护” 国家职业卫生相关标准名称多为“个体防护”，建议修改以保持一致。
35 10.2 建议修改为“从业人员应经过必要的防护知识

培训，按照作业对象的危险特性佩戴相应的
防护装备上岗作业。”

从业人员的培训可满足其安全操作即可。

36 11.2.6 修改“毒害性危险化学品”表述 全文出现毒害性危险化学品表述，但是没有明确的相关定义。建议与
GHS 分类类别保持一致，修改为急性毒性危险化学品。或给出明确的
毒害性和毒害品定义。

37 附录 A 建议将“分”的含义修改为：“分”指应按化学
品危险性分类进行分开储存（至少保持 2m
距离）、分区分类储存。

（1）《GB15603-1995》的禁忌物配存表规定了部分物品堆放时至少隔
离 2m。 
（2）明确增加“至少保持 2m 距离”，有助于实际的操作。

38 附录 A 建议将“∆”修改为“消”。 《GB 17914/17915/17916-2013》的禁忌物配存表中提及了“消”的概念。
建议保持一致性。

39 附录 A 建议沿用《GB15603-1995》的关于酸性腐蚀
品、碱性腐蚀品的相关要求或要求“分开储存”。

（1）《GB15603-1995》中规定：硝酸、发烟硝酸、硫酸、发烟硫酸、
氯磺酸与“碱性腐蚀物品”不可以配存；其他酸性物品与生石灰、漂白粉
隔离 2m 储存，与其他碱性腐蚀品无特别要求。    
（2）部分弱酸、弱碱性的化学品，性格相对温和，分开储存可能已能
满足安全要求。  
（3）部分腐蚀性物品，本身可能还有其他危害，比如氧化性。此时还
应遵守氧化性物品的储存要求，已经极大规避了储存风险。因此建议
沿用原标准或要求分开储存。

40 表 A.1

建议禁配表中增加说明“8. 剧毒化学品应按照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
在专用仓库内单独存放，并实行双人收发、
双人保管制度。”

591 号令第二十四条中明确规定：危险化学品应当储存在专用仓库、专
用场地或者专用储存室（以下统称专用仓库）内，并由专人负责管理；
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应当在
专用仓库内单独存放，并实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征求意见稿
表 A.1 的禁配表中并未将剧毒化学品储存要求进行特别说明，建议增加
说明以确保与 591 号令的要求保持一致。

41 附表 A.1
爆炸物、加压气体（不燃）等分类与 2015 版
危化品名录分类原则不相符，建议按照 2015
版危化品目录的危险性确定原则进行分类。

同左

42 附录 B 建议与《GB 17914/17915/17916-2013》中的
温度、湿度要求保持一致。

例如，     
（1）征求意见稿中，低闪点易燃液体要求储存温度 ≤28℃，中、高闪
点易燃液体要求储存温度 ≤35℃，与《GB 17914-2013》中的 ≤29℃、
≤37℃不一致。  
（2） 征 求 意 见 稿 中， 硝 酸 等 要 求 储 存 温 度 ≤75%， 与《GB 17915-
2013》中的 ≤80% 不一致。

43 表 B.1 “自然物品”应为“自燃物品” 名称更正

44 表 B.1 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储存温度由 30 度修订
为室温

天津地区夏季温度会超过 30 度

45 附录 B 和 C 建议将类别栏目下的化学品的分类与 GHS 分
类相统一

按 GHS 分类定义

46 附录 D 建议“丙烯晴”修改为“丙烯腈” 名称更正

47 N/A

建议增加：    
少量必须分离储存在不同仓间、防火分区的
货物，如设置在专门的防火柜、防腐蚀柜内，
采取了防泄漏的措施，并与其禁忌的货物分
开至少 2m，则可储存在同一仓库，并应布
置在仓库的边缘地带。

（1）少量的货物，采取左侧的各类防火和安全措施，可起到一定时间
的防火分隔作用；     
（2）布置在仓库的边缘地带，有利于应急时的灭火等处置。

48 一般意见

本标准由于属于强制性国家标准，会给企业
造成很大影响。建议对于在标准发布之日前
已经建成或已经批准建设的危险化学品仓库
给予过渡期，过渡期必须给企业足够的时间
来改造。过渡期的长短应当充分考虑具体的
安全要求和企业整改的难易程度，充分征求
企业和行业的意见。

因为一些简单的要求，比如主通道的宽度等，就可以让一些仓库从合
规变成不合规。有的要求整改容易，有的要求整改很难。有的要求是
100% 必须的，有的要求是有弹性的。

49 一般意见
考虑到目前国家的现有的仓库资源的现状，
对于一些要求要弱化或者写明建议（推荐），
比如仓库的温湿度要求。

目前大部分危化品仓库没有安装空调和除湿机，所以很难满足标准中
提出的温湿度要求，特别是江南的黄梅天和夏天的三伏天。           而且
如果产品储存不是必须有温湿度的要求，大量使用空调和除湿机也会
造成节能减排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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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章
条编号

修改意见 / 建议 修改理由

50 6.2.5  

建议参考 GB 17914-2013《易燃易爆性商品
储存养护技术条件》的 6.2 堆垛间距：应保持：
a) 主通道大于或等于 180cm；b) 支通道大于
或等于 80cm；c）墙距大于或等于 30cm；d）
柱距大于或等于 10cm；e）垛距大于或等于
10cm；f）顶距大于或等于 50cm

很多目前的仓库是按照 GB 17914-2013 的要求设计、建造和实际管理的，
如果一律要求按照本标准的间距执行，可能会对已有工厂和仓库的运
行产生比较重大的不利影响。

51 8.3.2  
建议改为“8.3.2 库房应根据所储存物品的需
要，配置通风、除湿、增温或降温等温湿度
调控设备。”

目前仓库中存各种化学品，建议不是所有的化学品都配置除湿、增温、
降温等温湿度调控设备。尤其是对于危化品生产和使用企业来说，其
储存的危险化学品相对较为固定，其储存条件也比较明确，应当按照
储存化学品的性质和储存要求来决定是否需要配备这些设备。

52 附 录 A
说明：3、

该分区是指防火分区，还是分区管理按照 GB 
17914 的 6.2 堆垛间距的要求

53
附 录 B         
易 燃 液 体 
中、高闪点

对于闪点高于 23 度易燃液体不需要使用控
温库

根据国标 GB/20581 的规定，3 类易燃液体 [23,60]，4 类（60,93]，实际
使用中均不需要控温

54

附 录 B
氧 化 剂 和
有 机 过 氧
化物    氧化
剂 和 有 机
过氧化物

根据产品的特性设定产品存储温度，不需要
控制有机过氧化物储存环境的湿度。

有的有机过氧化物需要冷库储存， 有的需要在 30 ℃下仓库储存，但是
有的有机过氧化物自加速分解温度（SADT）很高，可以在 40℃仓库储存。
所以如果要求 30 ℃的话，会给一些有机过氧化物造成障碍。

55

附  录  B              
氧 化 剂 和
有 机 过 氧
化物    过氧
化苯甲酰

根据产品的特性设定产品存储温度
不同的有机过氧化物储存温度要求不同，不能一刀切都要求 30℃，有
的有机过氧化物 40℃下都可以的。

56

附 录 B        
氧 化 剂 和
有 机 过 氧
化物    过氧
化 丁 酮 等
有 机 氧 化
剂

根据产品的特性，建议常温存储，不需要控
制过氧化丁酮湿度

MSDS 对产品的湿度不做要求

57 附 录 B
（毒害品）

6 类物品就是毒害品 ? GHS 里面没有毒害品
定义。要根据产品特性和 MSDS 的要求，来
控制温度和湿度

不同物料根据 MSDS 控制温度和湿度

58

附 录 B
碱 性 腐 蚀
品   氢氧化
钾（钠）、
硫 化 钾
（钠）

标明是否为纯品固体

59

附 录 B 
（表 B.1  部
分 危 险 化
学 品 安 全
储 存 温 湿
度条件

建议删除该表
鉴于 GB15603-1995 没有提及该表，且实施中依据产品特性和 MSDS 说
明进行储存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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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ICM position paper on <2020 Treatment Plan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

Summary: 
Name: AICM position paper on < 2020 Treatment Plan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
Issuer: IPAC Site HSE sub-committee and Performance Chemical sub-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mainly from: Totally 6 members, Arkema, Eastman, ExxonMobil, Nouryon, PPG, 
Solenis

Our activities:
IPAC circulated to all members for comments on May 20, 2020
The group tel-conference discussion under Site HSE sub-committee and Performance Chemical sub-
committee on May 22,2020
Revised comments and Align on May 25, 2020
Draft position and finalize position paper at sub-committee on May 26, 2020

Trigger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VOCs, MEE developed the 
treatment plan of VOCs and solicited the public opinions on their website. This plan mainly focus on 
petrochemical, chemical, industrial coating, package printing, oil storage/transportation/marketing. This 
plan is bound to affect sites of our members’ companies. So IPAC organized to collect comments and 
discussed. We hope to provide industrial suggestions to government. 

Through members’ discussions and alignments, we raised 13 comments for this plan. We would like to brief 
key points for you reference.

Comments Summary: 
8. We suggest to clarify requirements of low VOCs raw materials as mentioned. There are no other 
applicable standards and lists of raw and auxiliary materials with low VOCs content in China, so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clear judgment standard

9. We suggest to define the definition, evaluation method and qualification criteria of "waste gas collection 
rate, simultaneous operation rate and removal rate of treatment facilities". There is no explicit provision in 
current regulatory standards.

10. We suggest to clarify the relevant design specifications and standards of "Green Island". We hope that 
the chemical industry park take the lea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projects and gradually promote 
them.

11. We suggest that we should use odor emission standard or LDAR detection judgment. It is difficult for 
law enforcement officials to make subjective judgments on the spot.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MEE, and communicate with policy m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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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司
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协会，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
在华企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
各利益攸关方推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
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形象。

AICM 和会员公司对发布的《2020 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征求意见稿）》积极研读，
提出如附件的意见和建议，供您参考。

AICM 
2020 年 5 月 27 日

联系人：霍立彬
手机：15810581356    

Email:  Libinhuo@aicm.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院凤凰置地广场 A 座写字楼 902

AICM 对于《2020 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
（征求意见稿）》的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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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意见汇总

序号 条款 原文内容 修改建议 评论、解释或理由

1 一 将全面使用符合
国 家 要 求 的 低
VOCs 含量原辅材
料的企业纳入正
面清单和政府绿
色采购清单。

建议明确“低 VOCs 含量原辅材
料”的国家要求，明确“全面使用”
的定义

1. 除 GB/T 38597-2020《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外，
目前未查询到其他全国适用的低 VOCs 含量原辅材料产品标准、清单等，
需要明确判断标准                     
2. “全面使用”是一个定性概念，需要明确其定义及评价标准

2 二 高 VOCs 含量废水
的集输、储存和
处理环节，应加
盖密闭。

建议改为“高 VOCs 含量废水（废
水液面上方 100 毫米处 VOCs
检测浓度超过 100ppm，以碳
计）的集输、储存和处理过程，
应加盖密闭或采用其他等效设
施。

1. 应明确”高 VOCs 含量废水“的定义，建议沿袭《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
综合治理方案》中已有的定义，采用重点地区的标准    
2. 对于废水集输、储存和处理环节的 VOCs 无组织排放控制，不止”加盖
密闭“一种控制方式，且 GB37822 中也提供了”其他等效设施“的选项，为
了鼓励和促进新技术新方法的研发和推广，建议保留”其他等效设施“

3 二 要加强启停机期
间以及清洗、退
料、吹扫、放空、
晾干等环节 VOCs
排放管控，确保
满足标准要求。

建议明确应满足的标准名称 目前仅了解到上海市发布了《化工装置开停工和检维修挥发性有机物排
放控制技术指南 ( 试行 )》，对开停工和检维修环节提出了具体要求，其
他省市并未见明确标准要求，此处需满足的标准应明确

4 三 组织企业开展现
有 VOCs 治理设施
评估，全面评估
废气收集率、治
理设施同步运行
率和去除率

建议明确“废气收集率、治理
设施同步运行率和去除率”的
定义、评估方法、合格标准

1. 现行法规标准中并无明确”废气收集率、治理设施同步运行率和去除率”
的定义及配套的测试评估方法或管理要求，需明确才可以实施                       
2.”三率“的评估标准建议具体分析，防治采取”一刀切“方式，特别对于初
始 VOCs 排放浓度较低的处理设施，”去除率“（处理效率）并不是有效的
评估指标。建议分级分类管理

5 三 按 照“ 应 收 尽 收”
的原则提升废气
收集率。

建议修改为“当收则收，可收则收” 当收则收是一个“度”的问题。当 VOC 很少的时候，不一定要求送到绿岛。
对于很低的风险，应该有个容允度。一旦绿岛成立，可能会使容允度更加
降低。有的时候为了解决一点点 VOC，上了很大的项目，消耗大量财力物力，
还要用很多电力来维持运行。对于节能减排也不好。           当收则收是一个
“度”的问题。从工程上来分析可行性。如果难于回收，就可以让企业自主选
择收集和处置。有的企业可能有更好的收集和处置方式，比如送到其它企
业和省市处理。甚至有的企业的处置方式更方便再生利用资源的。一旦绿
岛成立，可能将处置方式固化，使得企业不能用他们自己以往的方式处置。

6 三 对单一采用光氧
化、 光 催 化、 低
温等离子、一次
活性炭吸附、喷
淋吸收、生物法
等工艺设施的，
要重点加强效果
评估。

建 议 改 为“*****， 按 照 VOC
相关标准中有关去除效率执
行。

”重点加强效果评估“建议具体化，便于企业执行

7 四 推进工业园区和
企业集群建设涉
VOCs“绿岛”项目，
统筹规划建设一批
集中涂装中心、活
性炭集中处理中
心、溶剂回收中心
等，实现 VOCs 集
中高效处理

建议明确“绿岛”的相关设计规
范和标准； 建议是否化工园
区牵头从新建项目实施，逐步
推广

最终需要落排放实到设计规范和排放标准上；在推进中是否考虑分批、
分行业等逐步进行

8 四 VOCs 年产量大于
10 吨的企业认定
为重点管控企业

VOCs 实际年产量大于 10 吨 各地环保局确定产生量标准不一样，各企业实际排放和排污许可证核的
量也不一样（特别是老的环评），有的企业实际排放量和批复量差别还
特别大

9 四 重 点 排 查 以 制
药 ….. 合 成 革、
橡胶制品、塑料
制品、化纤生产、
有机化学原料制
造等化工行业

重点排查以制药….. 合成革、
化纤生产、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等化工行业以及橡胶制品、塑
料制品行业

化工行业一直没有明确的定义，理解上橡胶制品、塑料制品等应不属于
化工行业。如按第“四”条的解读，会扩大化工行业的范围。同时，将对化
工行业的要求对适用于橡胶制品、塑料制品行业了。

10 六 有机废气输送管
道出现臭味、漏
风等钢管可察觉
泄漏，高浓度有
机废水….

有机废气输送管道出现臭味超
标（依照厂界恶臭排放标准或
LDAR 检测判断）、漏风等钢
管可察觉泄漏

靠执法人员主观判断（出现臭味）作为执法依据不太妥，容易出现分歧

11 六 以敞开、泄漏等
与环境空气直接
接触的形式储存、
转 移、 输 送、 处
置含 VOCs 物料；

建议修改为“以敞开、泄漏等
与环境空气直接接触的形式储
存、转移、输送、处置 VOCs
质量比大于等于 10% 的物料；

目前法规标准中仅明确了 VOCs 质量占比大于或等于 10% 的物料定义为
VOCs 物料，需要进行无组织排放控制（GB37822），建议与 GB37822 保
持一致，对所有含 VOCs 物料实施无组织排放控制缺乏法理依据

12 六 设备与管线组件
密封点发生渗液、
滴液等明显泄漏；

建议修改为”载有 VOCs 物料的
设备与管线组件密封点发生渗
液、滴液等明显泄漏；

同上，应与 GB37822 保持一致

13 六 涉 VOCs 物料（质
量占比大于等于
10%） 的 有 机 废
气（生产工序和
使用环节）不经
过收集处理排放

建议修改为“原辅料总 VOCs 质
量比大于等于 10% 的生产和
使用环节产生废气未收集，收
集的废气中 NMHC 初始排放
速率 ≥2kg/h 时未配置 VOCs 处
理设施“

1. 原文表述容易产生歧义    
2. 按照现行法规要求，并不是所有有机废气都需要进行处理，特别是
GB37822 中明确了应配置 VOCs 处理设施的情形，建议保持一致          
3. 要求所有有机废气都必须收集处理并无法理依据，且对低浓度 VOCs 进
行处理反而产生更大的综合环境影响（二次污染物、碳排放等），关注
点应在初始排放速率和排放浓度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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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ICM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Management 
Regulations on Associated Review of API, Pharmaceutical 
Excipient and packaging materials

Summary: 
AICM Comments & Suggestions on "Management Regulations on Associated Review of API, Pharmaceutical 
Excipient and packaging materials (Exposure Draft)
Issuer: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mainly from: altogether 3 members, Dow, Evonik, Lubrizol

Our activities: 
Circulate to members for update, 30th, April 2020.
Collected comments from members by May. 20th, 2020
Group Meeting upon feedbacks on May. 22th, 2020
Drafted position upon aligned comments and circulated to members for review by May.25th-26th,2020
Finalize Position on May. 26th, 2020
Submit to AICM Board for approval, May. 27-29,2020

Trigger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This draft management regulation aims to align with newly released 
"Drug Administration Law". The first draft was issued early in 2017 where AICM provided comments as 
well. This new draft made clear that API, Pharmaceutical Excipient and packaging materials companies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quality of their products, and specify registration scope, procedures, review timeline and 
arrangements for API, Pharmaceutical Excipient and packaging materials. Upon member's interest, IPAC 
Life Science Application Sub-committee circulated the draft to all members, solicited comments and group 
meetings to get aligned position on behalf of members. 21 comments were consolidated in the position 
paper.

Summary: 
1. Suggest that that registration of API, Pharmaceutical Excipient, and packaging materials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production companies.  
2. Suggest that annual report of last year be delivered in first quarter at each year to make aligned 
requirements with No.56 documents released by NMPA in 2019.
3. Further clarify the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in the annual report regarding changes 
4. Suggest that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in the annual report regarding preparation company be canceled
5. Suggest that different registration numbers are allowed if APIs are produced with same techniques but 
against different quality standards.
6. Suggest that registrant be exempt from repeated applications on re-registration of APIs and the 
regulatory authority may directly update the registration.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NMPA, Technical discussion if necessary



AICM

 2020 产业政策促进报告

建
议
函
汇
总

 87

尊敬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厅及药品审评中心 :

AICM（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有限公司）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
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代表，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
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
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积极形象。

2020 年 4 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起草了《原料药、药用辅料及药包材与药品制剂关联审评审批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鉴于 AICM 公司的产品涉及到原料药、药用
辅料及药包材，AICM 和会员公司就此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讨论，现形成如下反馈，恳请审阅。具体的
意见和建议参见附件，供贵司进一步研究。

1. 建议明确原辅包登记人为登记产品责任人，在此基础上取消登记人应为生产企业的原则规定。
2. 建议原辅包年报时间与已发布的国家药监局《关于进一步完善药品关联审评审批和监管工作

有关事宜的公告》（2019 年 第 56 号）保持一致，即每年第一季度提交上一年度年报。
3. 建议对原辅包年报中有关变更的资料要求做进一步明确，如年报要求为对年度变更情况的总

结，应无需在年报中提供变更研究资料。
4. 建议取消原辅包年报要求中对制剂企业通知时间、制剂企业是否申报补充的信息要求。
5. 建议对采取同种原理生产工艺生产的原料药，存在质量标准差异的允许以不同登记号进行登

记
6. 建议原料药再注册无需登记人重复提出申请及递交资料，由监管部门直接更新。

我们诚挚地感谢贵司在不断完善原料药、药用辅料及药包材管理过程中所进行的努力，并期待
着与您就此事宜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与合作。

AICM
2020 年 5 月 25 日

联系人：贺 畅
手机：18910120882    Email:  changhe@aicm.cn

AICM 对于原料药、药用辅料及药包材与药品制剂关联审评审
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建议与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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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序号 类别 痛点 法规依据

1
第四条 
第 1 页，
第 13 行

第四条 ( 原辅包登记 ) 化学原料药、辅料及药
包材（以下简称原辅包）实施登记管理 1，原
则上原辅包登记人应为原辅包生产企业 2，国
家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药品审评中心）
建立原辅包登记平台，并设立信息公开栏目
向社会公开原辅包的登记号、产品名称、企
业名称给药途径等基本信息，供相关申请人
或者持有人选择 3。境外 4 原辅包企业应当指
定中国境内的企业法人办理相关登记事项…，                    
此外，建议考虑对原料药登记信息增加“GMP
符合性通过情况”的信息，同时针对目前同一
厂家同一品种存在的不同登记号的情况，建议
考虑在备注中予以说明。以便于制剂筛选原料
药供应商时更明确其状态

1.  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已明确了原辅包关联审评资料可随药品注册申
请一同递交的情况，且本意见稿本身也体现了辅包自愿登记的情况，
因此原辅包登记仅为关联审评的实现途径之一，而非对原辅包的管理
制度，原文对原辅包“实施登记管理”的描述不准确。建议删除。 
2.  原辅包登记人对登记产品承担管理责任是行业共识，无论其是否
生产企业。起草说明中“为了明确原辅包登记管理责任，原则上原辅
包产品的登记人应为产品的生产企业”的考虑没有必要。而且对辅料
和包材而言也不符合行业的现状。建议删除。               
 3.  原文第 5 条有关药审中心建立登记平台信息更适合放在该条，建
议移动至该条。但需修改其中对公开“给药途径”的描述，因原辅包企
业不能完全掌握制剂应用的给药途径，实际存在制剂给药途径超出原
辅包登记列出的拟用途径的情况。原文表述易造成制剂企业在选择时
的理解偏差。                                  
4.  基于原辅包登记实际均由国内相应企业法人实际办理，原描述中“境
外“可删去，简单表达为”原辅包企业应…”。

2
第五条 
第 2 页，
第 3 行

第五条（关联审评结果公开）国家局药品审评
中心（以下简称药品审评中心）建立原辅包登
记平台，并设立信息公开栏目向社会公开原辅
包的登记号、产品名称、企业名称、给药途径
等基本信息，供相关申请人或者持有人选择。  
化学原料药关联审评审批或单独审评审批通过
的，药用辅料、药包材关联审评通过的，药品
审评中心在原辅包登记平台更新登记状态标
识。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 监督管理办法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规定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

3
第六条
（ 登 记 号 管
理原则）

建议：对于已经存在的同一产品的不同登记号，
建议国家药审中心或省局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允
许并接受企业通过情况说明书并重新出具授权
信的方式，处理企业未保留的登记号但正处于
或已通过与制剂关联审评审批。

由于企业内部和政府历史衔接因素导致同一产品存在不同的登记号，
但对于正在与企业未保留的登记号正处于或已经通过关联审评审批的
制剂企业，需要提供便于原辅包企业的操作且对制剂企业带来影响最
小的方式进行操作。

4
第六条 
第 2 页，
第 10 行

第六条（登记号管理原则）同一企业在同一生
产场地生产的同一原辅包产品，生产工艺和
质量标准相同的，应按照同一登记号登记。         
采用不同原理的生产工艺（如发酵、合成、半
合成等）生产的同种原料药可按照不同登记号
登记，采用相同原理的生产工艺生产的同种原
料药应选择最优工艺进行登记，但质量标准存
在差异的可按不同登记号登记。

由于企业内部和政府历史衔接因素导致同一产品存在不同的登记号，
但对于正在与企业未保留的登记号正处于或已经通过关联审评审批的
制剂企业，需要提供便于原辅包企业的操作且对制剂企业带来影响最
小的方式进行操作。

5
第八条 
第 3 页，
第 3 行

第八条（原辅包登记人及生产企业 1 责任）原
辅包登记人负责维护登记平台的登记信息，并
对登记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境外原辅
包企业及指定的中国境内企业法人共同对登记
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               
原辅包生产企业应当建立原辅包供应链管理和
质量保障体系 ，根据协议持续稳定地供应符
合制剂质量要求的产品 2，原辅包登记人及生
产企业应 3 提供必要信息供药品上市许可持有
人评估和控制由原辅包引入制剂的质量风险，
并接受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开展的企业审计，
以及接受各级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原辅包
生产企业对所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保证原辅
包的质量、安全性 及功能性满足药品制剂的
需要 4。化学原料药的生产过程应当符合药品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

1. 基于原辅包登记人实际承担产品的管理责任，建议合并原文第 8 条
及第 9 条内容。                    
2. 原辅包产品与制剂企业就产品供应的约定属于企业之间的商务行
为，其约定内容及方式可由双方商定，不适宜在法规中进行规定                            
3. 参见本条建议内容第 1 项                      
4. 保证原辅包的产品符合制剂的需要应是制剂企业的责任，原辅包企
业实际无法确认药品制剂的应用要求。

6
第九条 
第 3 页，
第 7 行

第九条（ 原辅包生产企业责任） 原辅包生产
企业应当建立原辅包供应链管理和质量保障体
系 ，根据协议持续稳定地供应符合制剂质量
要求的产品，提供必要信息供药品上市许可持
有人评估和控制由原辅包引入制剂的质量风
险，并接受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开展的企业审
计，以及接受各级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原
辅包生产企业对所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保证
原辅包的质量、安全性 及功能性满足药品制
剂的需要。化学原料药的生产过程应当符合药
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

建议合并入第 8 条，参见上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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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痛点 法规依据

7
第十条
 第 3 页，
第 16 行

第十条（原辅包来源供应商变更）已上市药品
制剂变更原辅包来源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应按照相关指导原则等要求开展研究，并按照
相关注册管理规定进行申报。如制剂拟使用的
原辅包未通过关联审评审批的，应向国家局提
出补充申请，经与制剂进行关联审评后根据审
评结果更新原辅包标识。

本条款理解为对原辅包供应商变更的规定，但原文“来源”变更易与产
品生产原料的来源（如化学合成、植物等）产生混淆，建议修改明确
为“供应商”变更。同时目前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相关变更指导原则中
未明确该类情形的申报途径，建议增加“补充”字样以进行明确。

8
第十二条 
第 4 页
第 6 行

建议澄清问题：是否未通过技术审评的原辅包
不需进行年报。  澄清问题，便于企业理解法条的要求，并进行合规的操作。

9 第十二条
 第 4 页 

第十二 条（年报要求） 原辅包生产企业应在
原辅包完成原辅包登记平台登记并获得公示后
的次年第一季度通过登记平台向药品审评中心
提交年度报告，之后在每年的第一季度递交上
一年度的年度报告。年度报告应当包括该产品
在上一年度给制剂的授权情况汇总，产品变更
情况汇总，如无任何变更应提供相关声明。原
辅包生产企业如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登记平
台应及时提醒在三个月内及时补交年报，并就
这一情况向相关制剂企业进行通报。

1.“辅包通过技术审评后每满一年后的三个月”这个时间节点很难准确
把握，容易发生未按时提交年度报告的事故；                                            
2. 希望明确通过原辅包登记平台提交年度报告，而不是通过光盘邮寄
的低效率方式；                         
3. 原辅包的授权情况应是年度报告的重要内容；        
4. 产品变更的研究资料应是在原辅包平台申请变更时就提交的资料，
而不应该是在年报中提交，缺乏时效性； 
5. 对于未提交年报的处罚，如果是不公示登记号，登记号是否仍然有
效 ? 如果仍然有效，这样的处罚措施起不到应有的作用。通过向相关
制剂企业通报原辅包品种未进行年报，通过下游客户来促使原辅包企
业及时进行年报应该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10
第十三条
 第 4 页，
第 15 行

第十三条（基本要求）对于符合本管理规定需
要登记的化学原料药，申请关联审评审批的，
化学原料药应当在制剂提出上市注册申请或涉
及变更原料药的补充申请前按本规定要求完成
登记；仿制化学原料药在登记时可同时申请单
独审评审批。

本管理规定的第十四条提出了“境外生产原料药不在境内销售以及 1 
类和 2.1 类新药申报临床阶段使用的化学原料药不需登记”，但未对
其它注册分类需申报临床情形做出规定，建议修改文字以进行明确。

11
第十四条
第 5 页，
第 2 行

第十四条（登记范围）                    
...
境外生产制剂所用化学原料药，如不在境内销
售可不登记，应在制剂提出申请时一并提交符
合要求的化学原料药相关资料。                  
新药（化学药品注册分类为 1 类和 2.1 类）申
报临床阶段使用的化学原料药不需登记，应与
制剂注册申请一并提交符合要求的资料。
在制剂中一并提交时，可由原料药企业单独提
供保密部分资料（ 2.3.S.2.2-2.3.S.2.6、3.2.S.2.2 
- 3.2.S.2.6 详细工艺描述）。

 澄清问题，便于企业理解法条的要求，并进行合规的操作。

12
第二十一条 
第 6 页，
第 14 行

第二十一条（化学原料药审评解释说明）不需
要药品制剂申请人或者化学原料药登记人补充
新的技术资料，仅需要药品制剂申请人或者化
学原料药登记人对登记资料进行解释说明的，
药品审评中心通知药品制剂申请人或者化学原
料药登记人在五日十个工作日内按照要求提交
相关解释说明。

希望考虑外资企业需要与总部进行沟通的情况，也有可能与国外的法
定假日冲突，建议适当延长解释说明的时间至十日。同时规定中涉及
时限者均以工作日计算，此处建议保持一致。

13

第二十二条
（化学原料
药审批及结
果）第 6 页

建议核准后的生产工艺与《化学原料药批准通
知书》是分开单独文件

对于化学原料药，《化学原料药批准通知书》、质量标准和标签，化
学原料药企业都可传递给制剂企业。但是，核准后生产工艺涉及到企
业的商业秘密，故不建议与其他三份文件在同一份文件上，不便于企
业进行商业秘密保护。

14
第二十二条  
第 7 页
第 1 - 2 行

更新登记平台标识；未通过审评审批的，发给
《化学原料药不予批准通知书》。未进行平台
登记而与药品制剂注册申报资料一并提交研究
资料的原料药，监管部门在药品制剂批准证明
文件中标注原料药相关信息，可用于办理原料
药 GMP 检查、进口通关等。

根据 2019 年第 56 号文内容，建议补充与制剂上市许可人一并提交的
原料药，制剂通过审评后提供的原料药相关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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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痛点 法规依据

15
第二十三条
第 7 页，
第 6 行

第二十三条 ( 化学原料药变更 ) 临床试验期间
原料药发生变更，1 对未进行平台登记而与药
品制剂申报资料一并提交研究资料的原料药，
由临床试验申办者应按要求开展研究，并由关
联制剂按照相关注册法规要求申报。       
已 2 登记批准化学原料药发生变更的，应按照
现行药品注册管理有关规定提出补充申请、备
案或报告。属于国家局审评审批的补充申请应
在登记平台提出；属于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管理的备案和报告类变更应向所在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药监部门提出，完成备案或报告后
应 5 日五个工作日 3 内在登记平台进行更新。

1. 临床试验期间已登记未批准的原料药发生变更，也是由制剂上市许
可人申报不太合理，建议由原料药登记人提出。与制剂一并提交的原
料药发生变更，因制剂是主要责任人，故由其提交较为合理                     
2. 参见本条建议第 1 项             
3. 建议明确为工作日

16
第二十五条
 第 7 页，
第 21 行

第二十五条（代理机构变更）境外化学原料药
企业更换登记指定的中国境内企业法人，提交
相关文件资料后予以变更。包括：境外原料药
企业委托书、公证文书及其中文译本、新指定
的中国境内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境外化
学原料药企业解除原指定的中国境内企业法人
委托关系的文书、公证文书及其中文译本。变
更登记资料由新指定的中国境内企业法人提
交。

该条理解为对已登记产品变更登记代理机构的规定。所指“登记资料”
应指变更资料的递交，但原文描述存在歧义，建议修改文字以进行明
确。

17
第二十六条
第 8 页，
第 6 行

建议明确原辅包登记平台进行信息更新的责任
主体，考虑到年报已包含了可支持再注册的信
息，建议原料药再注册不需要由登记人重复提
出申请及递交资料，由监管部门直接更新。

因已执行年报制度，每年均在平台中列明上一年度发生的变更情况及
相关研究资料，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通过年报了解该原料药的相应情
况，也无需重复提交相关的证明性文件给省局。

18 第二十九条
（登记范围）

澄清问题：针对化学原料药所用的直接接触的
包装材料和容器可在化学原料药登记资料中提
供符合要求的相关资料。建议明确相关资料要
求。明确全新药用辅料的定义。

　

19
第二十九条
第 9 页，
第 3 行

第二十九条（登记范围）各类药品上市注册申
请所用的药用辅料和药包材（包括包装系统及
不直接接触药液的功能性配件）以及补充申请
涉及变更的药用辅料和药包材应在登记平台登
记，也可与药品制剂注册申请一并提交符合要
求的相关资料。化学原料药所用直接接触的包
装材料和容器应进行登记，或在化学原料药登
记资料中提交符合要求的相关资料。全新药用
辅料和药包材在境内销售的应进行登记登记要
求与原料药相同。，但药品注册 1 类及 2.1 类
的临床阶段可与制剂注册申请一并提交资料。  
已登记的化学原料药可作为药用辅料使用。

该条理解为对全新药用辅料和包材的登记要求同原料药，即境内由销
售的需要登记，不在境内销售可不登记，同时药品注册 1 类及 2.1 类
的临床阶段可合并制剂资料提交。但原文表述不够明确，建议修改文
字以进行明确

20
第三十四条
第 10 页，
第 19 行

第三十四条（关联审评结果）药用辅料、药包
材关联审评通过的，更新登记平台状态标识；
关联审评未通过的或尚未进行关联审评的不更
新标识。药用辅料、药包材关联审评未通过，
相关药品制剂申请不予批准。

对辅包产品，关联审评审批的主体为制剂，辅包产品的登记信息用于
支持制剂获得批准，关联审评结果始终由制剂产品的审评结论得以体
现。原文表述并无必要，建议删除。

21 第 15 页，
第 1 行

药用原辅料、药包材年度报告基本要求    
 一、原辅包生产企业应在原辅包通过技术审
评后每满一年后的三个月内次年起每年的第一
季度 1 向药品审评中心提交年度报告。  
二、年度报告中应包括上一年度产品变更及相
关研究资料，如无任何变更应有相关声明。原
料药需说明变更后是否进行了补充申请，审批
情况。辅料和包材需提供相关的变更研究资料。                             
三、年度报告中应有相关制剂产品信息，如企
业名称、药品名称等。说明发生变更后通知相
关制剂生产企业的时间，制剂生产企业评估变
更对制剂的影响后是否提出补充申请。2

1. 参见第 6 条建议                          
2. 制剂企业对辅包产品的变更评估及后续是否补充申请是由制剂企业
独立进行，并不会通知辅包企业，辅包企业无法明确该信息。要求辅
包企业提供该信息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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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ICM Position on Lis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subject to 
priority control (2nd Batch)

Summary: 
AICM Position on " Lis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subject to priority control (2nd Batch) "(Exposure Draft)
Issuer: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Sub-
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mainly from: altogether 8 members, BASF, Covestro, Dow, Evonik, ExxonMobil, 
Kemira, LANXESS, PPG

Sub-committee activities: 
Circulate lis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open for comments to all members
Survey for feedback by May. 12th, 2020
1st Group meeting on May. 13th, 2020 upon survey feedbacks
Develop position based on comments from contributing members
Circulated draft position to core members,25th, May, 2020
2nd Group Meeting on May. 26,2020 to finalize draft position
Submit the position for approval of AICM, May 26th,2020
Submit the position to MEE, May 29th,2020

Trigger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MEE issued" Lis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subject to priority control 
(2nd Batch) "(Exposure Draft) on 9th May, another issue following the first batch on Oct. 13, 2017 upon 
which AICM provided comments. Principle and criteria remain broadly the same regarding screening of 
these two batches of chemical substances for priority control. However, some of concerns and suggestions 
submitted last time remains unclear. To address concerns of our members, and to continue our advocacy 
for a scientific and risk-based management with well-established procedure, we circulated to all members 
to raise awareness right after the release of the exposure draft. Substances with high relevance and 
concerns for comments are identified through survey. The position contained general comments regarding 
management procedures and control measures, and comments on 5 specific chemical substances with our 
proposed suggestions for management and control measures. 

Comment Summary: 
7. Suggest that a well-developed screening and evaluation procedures on chemical substances subject to 
priority control be established, and evaluation process be open and transparent as well.
8. Suggest that risk assessment result and corresponding control measures be specified regarding each 
chemical substance proposed in the priority control list.
9. Suggest that exemptions to priority control be applied to, for example, "non-isolated intermediates" that 
exist only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10. Suggest that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s be enhanced between industry and authority.
11. Specific comments on the substances are developed through several rounds of group discussions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MEE, Technical discussion if necessary

Proposal: Please find attached for your kind review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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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 :

AICM（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有限公司）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
代表，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
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
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形象。

 贵司在 2020 年 5 月发布的环办便函〔2020〕124 号《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二批）（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名录》），对此，AICM 和会员公司高度重视 , 也认同《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的建立有助于识别出一些高危害高风险的
化学品，引导产业政策加强污染防治，达到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目的，保护绿水青山。我们组织了会员公司对《名录》
进行了讨论，并形成如下建议：

1. 逐步建立并明确《名录》的筛选流程和评估机制，并适时公布评估进展。
在编制名录时，我们理解这需要先建立一个系统明确的筛选范围、筛选标准、筛选流程，然后才能基于这一流程和

标准最终确定哪些化学物质需要被优先控制和管理。并且这一流程和标准的建立和执行应该是公开、透明和基于科学的。
我们建议可以参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管理经验，以及已经得到验证的流程和标准。

此次第二批清单征求意见稿中有些物质是 2017 年《名录》第一批征求意见稿中出现过但并未纳入 2017 年第一批正
式清单中，如能说明 2017 年未纳入的原因和 2020 年再次征求意见的原因，会减少业界的很多困惑，也避免该类物质反复
征求意见引发的不必要的讨论及意见，挤占名录制定的主管机构的行政资源。

在 2017 年《名录》（第一批）征求意见期间，以及 2019 年征集数据期间，AICM 积极响应并召集会员公司进行了数
据收集。提交了大量危害性数据、暴露数据、风险评估数据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现有管理措施等信息。我们希望今后能够
就已经提交的数据和信息，与生态环境部开展进一步的交流。充分了解已经开展或即将开展的名录物质风险评估进展、现
有数据质量、数据缺口等。便于企业有针对性地进一步配合生态环境部做好收集数据的工作。

2. 明确纳入《名录》的化学物质的风险评估结果及管控条件
在出台《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征求意见稿的同时，给出各个物质的具体风险评估结果及管控条件，方便业界评估

管理达标的可行性。

3. 设置豁免类型
《名录》（第二批）行文中以及《名录》被采用和使用的法规管理文件中设立具体的豁免条款及豁免类型，如：对

仅存在于生产过程的“非分离中间体”予以豁免；对“非有意生产或有意添加”并以杂质形式存在的情况予以豁免；对无人体
与环境暴露的情况予以豁免等。同时，我们认为应该定一个基于科学化数据为基础的合理物质含量临界值，当产品中某物
质含量低于临界值，就不被纳入管控范围。

4. 加强沟通交流
就名录物质管控思路、管控范围、管控措施、管控计划安排等，建议能够与企业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分享更多细则，

给与企业更明确指导，便于企业详细分析受影响程度，做好相应的合规安排。

基于以上几点考虑，我们还对列入《名录》（第二批）征求意见稿中的化学品进行了研讨，对拟纳入《名录》（第二批）
的异丙基化磷酸三苯酯、七种类多环芳烃类物质、氰化物、苯、甲苯和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学物质进行了研究，基于化学品
的生产应用特点，主流国家管制情况以及措施，形成了管控建议，现汇总如附录所示，供贵司参考。

我们诚挚地感谢贵司在化学品环境管理过程中为了促进法规的不断完善和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所进行的努力，并期待
着与您就此事宜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与合作。

AICM
                                                            2020 年 5 月 27 日

联系人：贺 畅
手机：18910120882    Email:  changhe@aicm.cn 

AICM 关于《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第二批）（征求意见稿）》
的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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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ICM position paper on Transitional working 
arrangements regarding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egistr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Summary: 
AICM Position Paper on <Transitional working arrangements regarding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egistr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
Contributing members mainly from: altogether 20 members, Arkema, BASF, Clariant, Covestro, Croda, Dow, DSM, 
Eastman, Evonik, ExxonMobil, IFRA, Kemira, LANXESS, Lubrizol, Johnson Matthey, Merck, PPG, SABIC, Shell, SI Group

Our activities: 
Circulate the notice and call for comment to all members June 3, 2020
The first group meeting on June 12, 2020 upon comments collected
Develop position based on comments from members on June 12,2020
Group review and finalize position paper at sub-committee, June 16, 2020

Trigger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with the newly release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egistration Measures of 
Chemical Substances (Order 12) ", MEE released transitional working arrangements to ensure smooth regulation 
transition. Considering the complexity of circumstances in transitional period especially regarding different application 
status on part of enterprises, concerns were raised regarding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1. How to proceed with 
applications already submitted before the Order 12 taking effective; 2. How to proceed with information change on 
the granted certificate of the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To address these concerns, and facilitate relevant application 
procedures during transitional period, we organized call for comments and discussions to form final position. 

Comment Summary: 
1．Allow more flexibility and provide conveniences to companies on transitional working arrangements
Affected by the epidemic and downward economic situation, companies are under tremendous pressure regarding 
operation and financial outlook, and are facing unprecedented difficulties. Companies are glad to see the release of 
"Measures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egistr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Order 12), but concerns are 
also raised due to the significant changes from the original Order 7 to the current Order 12, we hope that huge efforts 
and time invested by companies earlier should be considered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and more flexible and 
convenient solutions should be provided to companies without increasing their burdens at hard times.
2．Grant a certain time for companies to deal with the transition with full consideration to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for 
transition to new Order 12.
Since the detailed guidelines under Order 12 is not published, companies can only rely on existing “Guidelines” under 
Order 7 regarding the data requirements and the business registration process. Therefore, since new guidelines are 
not clear, it is reasonable to give an appropriate buffer period.
3．Making reference to transitional practices when previously Order 7 was adopted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under previous Order 7, reasonable consideration was given to the difficulties and practical 
problems faced by enterprises companies. These practices provided valuable reference for a stable and orderly 
transition, especially regarding solutions to applications received but not approved during the transition, and a period 
of time was given to companies to supplement their materials to facilitate application and approval under the old 
regulation. These practices provided flexible solutions to companies, which we hope that you could also consider.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MEE, initiate technical discussion if necessary



2020 IPAC Report

Position Papers    |  建议函汇总

 94

尊敬的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 :

AICM（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有限公司）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司组成的
非盈利性行业代表，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业的代表，AICM 以
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
定者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形象。

 贵司在 2020 年 6 月发布了关于公开征求《关于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有关衔接事项的通知（征求意
见稿）》意见的通知，对此，AICM 和会员公司高度重视，并组织了学习和讨论，现形成如下建议：

1. 在衔接事项上给予企业一定的灵活性和便利。
受疫情及经济下行的叠加影响，企业在运营，财务方面承受巨大压力，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新化学

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12 号，以下简称《办法》）出台后，企业表示高度关注和欢迎。
由于从原 7 号令到现 12 号令有非常显著的变化，我们希望“衔接方案”的制定中，充分考虑到企业前期的巨大
投入和时间成本，在不增加企业明显负担的情况下，给予企业更为灵活和便利的处理方式和解决方案。

2. 充分考虑衔接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和问题，给予适当的缓冲期
由于 12 号令下的指南并未公布，企业注册过程所能依据的数据要求只能是现有的原 7 号令下的《指南》。

因此在新规则未明的情况下，给予适当的缓冲期，也是合情合理的。
3. 借鉴原 17 号令到原 7 号令的衔接实践，保证稳定有序衔接
原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有关衔接事项的通知》（环办〔2010〕123 号）中，

合理考虑了企业面临的困难和实际问题，并实现了平稳有序的衔接，其中的一些做法值得参考借鉴，尤其是
针对新《办法》生效前已经受理的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申报，给予了企业灵活的解决方案和补正宽限期，
对此希望贵司予以考虑。

4. 尽早出台《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办法》的颁布对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注册带来了巨大的转变，作为配套文件，《指南》对申报人开展

新化学物质申报工作意义重大。我们殷切希望《指南》能够尽早出台，指导申报人顺利开展相关申报工作。此外，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办法》修订和衔接事项的制定过程中采纳了“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我们希望《指南》也同
样采纳“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形成了具体的建议，请审阅附件。我们诚挚地感谢贵司给予业界此次意见反馈的机会，
并期待着与您就此事宜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与合作。

AICM
                                                            2020 年 6 月 16 日

联系人：贺 畅
手机：18910120882    Email:  changhe@aicm.cn 

 

AICM 对于《关于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有关衔接事项的通
知（征求意见稿）》的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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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条款 原文内容 修改建议 主要理由

一（四）

依据 7 号令确定的重点环境管理
危险类新化学物质，继续实施新
用途环境管理登记，并在列入《中
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时规定允
许用途

依据 7 号令确定的重点环境管理危
险类新化学物质，如符合新用途环
境管理理念的，实施新用途环境管
理登记，并在列入《中国现有化学
物质名录》时规定允许用途

7 号令下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物质的判断标准跟 12 号
令里进行新用途管理的类别的判别并不完全等同，不能
直接一刀切地进行管理。
根据《新化学物质危害性鉴别导则（征求意见稿）》，
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的物质包括如下危害分类：
生殖细胞突变性 类别 1-2
致癌性   类别 1-2
生殖毒性   类别 1-2
特异性靶器官系统毒性 反复接触    类别 1-2
水生生物急性毒性 类别 1 
水生生物慢性毒性 类别 1-2
活性污泥呼吸抑制 类别 1
蚯蚓急性毒性 类别 1
种子发芽和根伸长毒性   类别 1
这些终点中很多危害分类并不会直接导致 PBT、vPvB 及
CMR 等高危害判别，比如活性污泥呼吸抑制 类别 1、
蚯蚓急性毒性 类别 1、种子发芽和根伸长毒性 类别 1 等，
在 12 号令的要求下不应该进行新用途管理。因此，不
建议把在 7 号令下登记证下列为重点环境管理危险类的
物质直接按照新用途环境管理进行登记，只有当符合新
用途环境管理标准的那些物质，才按照新用途环境管理
进行登记和管理。

一（五）

登记证持有人拟变更登记证载明
信息的， 应当按照《办法》相
关规定重新申请办理登记，取得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证。

登记证持有人拟变更登记证载明信
息的， 应当按照《办法》相关规定，
视申请变更内容， 更新登记证，或
者重新申请办理登记，取得新化学
物质环境管理登记证。仅变更登记
证持有人的，应申请变更登记证，
在通过形式审查并取得受理号后，
视为已换发新登记证。

12 号令第 29 条和第 30 条区分了需要重新申请办理登
记和仅需申请登记证变更的情形。建议按照该规定，区
别对待登记证持有人拟变更登记证信息的不同情形。

其中，仅拟变更登记证持有人的，由于该变更内容并不
涉及环境危害和风险管理要求，建议均按变更程序执行，
包括按 7 号令获得 1-10t 常规申报登记证的情形，以减
轻企业负担。同时，建议在通过形式审查并取得受理号
后， 视为已换发新登记证，使企业能尽快活动。

二（四）

登记证持有人拟变更登记证载明
信息的，应当按照《办法》相关
规定，办理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
备案，或者重新申请办理登记，
取得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
证。

登记证持有人拟变更登记证载明信
息的，应当按照《办法》相关规定， 
办理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备案， 或
者重新申请办理登记， 取得新化学
物质环境管理登记证。仅涉及原登
记证持有人变更的，拟申请备案的，
在提交备案人相关信息后即可开始
相关活动，拟办理登记的，在通过
形式审查并取得受理号后，视为已
换发新登记证。

仅拟变更登记证持有人的，由于该变更内容并不涉及环
境危害和风险管理要求，建议拟申请备案的，申请人在
提交与备案人相关的信息后即可开始相关活动；拟办理
登记的，在通过形式审查并取得受理号后，视为已换发
新登记证，使企业能尽快活动。

四

《办法》生效前已经受理的新化
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申报，由于
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或者尚在办
理时限内未能完成正常审批流程
等原因，导致《办法》生效前不
能取得登记证的，应当按《办法》
有关规定申请办理新化学物质环
境管理登记。

《办法》生效前已经获得受理号的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申报，由
于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或者尚在办
理时限内未能完成正常审批流程等
原因，导致《办法》生效前不能取
得登记证的，应当补正资料时间可
延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按 7 号
令的程序办理登记。申请人亦可申
请撤回原登记申请，按《办法》有
关规定重新申请办理新化学物质环
境管理登记。《办法》生效前尚未
取得受理号的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
登记申报，应当按《办法》有关规
定申请办理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
记。

1. 参考原 17 号令到 7 号的过渡衔接政策，给出过渡时间，
避免一刀切。
2. 若强制要求企业因审批流程的原因重新办理登记 ，
可能导致 2021 年 1 月申报量激升，同时增加企业和评
审机构的压力，降低申报资料的评审效率。
3. 获得受理号的申报人已按照 7 号令，完成了所有的资
料准备，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特别是常规登记，
很多会耗时 2 年 +，费用 100 万 +。因《办法》的生效
而重新准备资料，意味这之前工作的作废，并且会导致
部分常规申报比之前的预计多需要至少 1 年的时间，这
与一直在倡导的减轻企业负担， 鼓励企业创新产品的
指导方针相违背。
4. 对于已获得受理号的申请，都已通过形式审查，部分
已通过专家评审，如果重新按照新办法申报，也是对生
态环境部人力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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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ICM Position on The Guidelines for Human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n Ingredients of Washing Products

Summary: 
AICM Position Paper on The Guidelines for Human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n Ingredients of Washing 
Products 
Issuer: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mainly from: altogether 10 members: BASF, Clariant, Dow, Dupont, Eastman, 
Evonik, ExxonMobil, Lyondellbasell, Lubrizol, Symrise.

Our activities: 
Circulate the notice and call for comment to all members July 8, 2020
The first group meeting on July 28, 2020 upon comments collected
Develop position based on comments from members on July 29,2020
First review of draft position June 29-July 31,2020
Finalize position paper at sub-committee, August 3, 2020

Trigger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The Guidelines for Human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n Ingredients of 
Washing Products, developed as a national standard, aims to initiating or establishing practices in applying 
health risk assessment in washing products. As this standard is first of its kind in washing products, and 
it will propose a method for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the possible adverse effects of ingredients on human 
health; therefore, it is vital to make sure that this method and approaches adopted are scientific , feasible 
as well as reasonable to evaluate such risks. Bearing these concerns in mind, Life science sub-committee 
organized call for comments with support from Tera experts. 

Comment Summary: 
Altogether 30 specific comments were developed regarding application scope, terms definitions, and 
technical details with the following key points:
4．Concern was raised how to determine what ingredients should be subject to such health risk 
assessment. since there is no catalogue-based management on ingredients of washing products, so it would 
be further clarified the scope of such risk assessment, and whether it will be applied to all ingredients on 
the market in the future. 
5．It is suggested that scope of this standard would be confined to expected use of washing products not 
including misuse or unintentional exposure, which is also the practices worldwide because misuse and 
accidents are unpredictable, it is impossible to establish relevant scenarios.
6．It is suggested that when carrying out hazard classification, high molecular polymers that meet the 
definition of "Polymer of Low Concern", they should be exempted from systemic toxicity assessment, 
and only their local toxic effects (eye irritation, skin irritation and sensitization) should be evaluated 
qualitatively. It is also suggested to focus on high hazard level ingredients for health risk assessment, that is 
also the thinking in new chemical management.
7．Term definitions on Threshold effect and Non-threshold effect was proposed to be incorporated to 
facilitate allocation of this standard.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Technical Committee of Food Washing and 
Disinfecting Products, initiate technical discussion if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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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全国表面活性剂和洗涤用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全国食品用洗涤消毒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

AICM（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有限公司）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
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代表，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
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
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积极形象。

《洗涤用品原料健康风险评估导则（征求意见稿）》给出了我国洗涤用品原料健康风险评估指导，
将为相关单位开展洗涤用品原料健康风险评估工作提供有益参考。对此，AICM 及会员公司高度关注，
并就此征求意见稿组织了相关的讨论，现形成如下反馈，供贵委员会进一步研究。 具体内容参见附件。

我们诚挚地感谢贵委员会在促进洗涤用品行业合规和健康发展所进行的努力，并期待着与您就
此事宜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与合作。

AICM
                                                            2020 年 8 月 3 日

联系人：贺  畅
手机：18910120882    Email:  changhe@aicm.cn 

 

AICM 对于《洗涤用品原料健康风险评估导则（征求意见稿）》
的建议与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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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ICM 对于《洗涤用品原料健康风险评估导则（征求意见稿）》的
建议与意见

章条
编号

原文内容 修改意见 修改技术依据或理由

/ / 由于目前国内没有洗涤用品原料正面清单，如何确定哪些原料需要进行风险评估？ ( 或者
说是否对于所有已经在用的原料原则上都要进行评估流程？ )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评估洗涤用品的消
费者使用阶段，包括产品的预期
使用，可预见的产品的误用及意
外暴露（如无意中吞食）。

本文件适用于评估洗涤用品的消费
者使用阶段，主要包括产品的预期
使用。

化学品风险评估和管理一般是针对化学品的预期用途和
功能，通常不包括误用或意外暴露。因为误用和意外是
无法预测的，也无法建立相关场景。这是全球主要化学
品管理法规的通用原则。   
也建议删除本导则其他部分关于”误用”和“意外暴露”的
表述。

3.1 洗涤用品分类 I 类，II 类，III 类
建议修改为与 GB26396 分类一致：
A 类，B 类，C 类

洗涤用品标准之间洗涤产品分类表述保持一致

3.15

T25  
能够引发 25% 的实验动物在其
标准寿命期内特定组织发生肿瘤
的化学物慢性剂量，是致癌物危
险度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可由
慢性毒性或致癌性试验得出。

T25  
与对照组结果校正后，能够引发
25% 的实验动物在其标准寿命期内
特定组织发生肿瘤的化学物慢性剂
量，是致癌物危险度评价的重要指
标之一，可由慢性毒性或致癌性试
验得出。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 25% 是实验组结果与对照组结果
进行校正后的百分比。

3.17 　

建议增加“有阈值效应”的定义  
有阈值效应是指化学物质只有超过
一定的剂量（阈值）才会造成毒性
效应。有阈值原料是指该原料的主
要毒性效应均有阈值。

该导则频繁提到有阈值原料和无阈值原料，此处的阈值
应该是针对毒性效应或终点的。建议增加相关定义

3.18 　

建议增加“无阈值效应”的定义  
无阈值效应是指并不存在一个下限
值或阈值，摄入任何剂量的化学物
质都有一定概率导致毒性效应的情
形。无阈值原料是指该原料的主要
毒性效应没有阈值。

该导则频繁提到有阈值原料和无阈值原料，此处的阈值
应该是针对毒性效应或终点的。建议增加相关定义

3.8

暴 露 限 值 Margin of Exposure，
MOE  
也称安全限值，是未观察到有害
作用剂量（NOAEL）与全身估计
暴露量的比，无单位。

暴露范围 Margin of Exposure，MOE
也称安全范围，是未观察到有害作
用剂量（NOAEL）与全身估计暴露
量的比，无单位。

暴露限值、安全限值是对危害鉴定中得到的安全剂量
的泛称，比如暴露限值一般是指工厂车间或居室内某
化学物质的安全限制，如 OELs 等。安全限值是指推导
的人体安全剂量，如 ADI， TDI， RfD 等。 而 Margin of 
Exposure 是指暴露量和安全剂量之间的距离，因此，暴
露范围或安全范围比较恰当。国内也有学者将其翻译为
暴露边界或安全边界。

7 b) 产品配方在原配方基础上出现
很大的调整

如何判断是”很大调整“？建议进一
步澄清。

每个企业或评估者对此的解读可能都不一样，容易造成
混淆。

8

洗涤用品原料的健康风险评估是
在原料暴露评估和原料危害评估
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原料暴露
评估，确定消费者暴露于原料的
剂量 EHE；通过原料危害评估，
确定 NOAEL 或 T25；继而通过计
算 MOE 或 LCR 判断洗涤用品原
料的安全性。

洗涤用品原料的健康风险评估是
在原料暴露评估和原料危害评估
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原料暴露评
估，确定消费者暴露于原料的剂
量 EHE；通过原料危害评估，确定
NOAEL、BMD 或 T25；继而通过计
算 MOE 或 LCR 判断洗涤用品原料
的安全性。

在可以推算基准剂量（BMD）的情形下， 应该用 BMD
作为外推起点（POD），这样更科学。

9.1.1

根据化学物质的理化特性、毒理
学数据、临床研究、人群流行病
学调查，进行人体健康风险评估，
确定是否存在危害，以及相应的
危害剂量。

根据化学物质的理化特性、毒理学
数据（包括（Q）SAR，交叉参照、
体外或体内数据等）、临床研究、
人群流行病学调查，进行人体健康
风险评估，确定是否存在危害，以
及相应的危害剂量。

很多原料没有完整的体内毒理学测试数据，在这中情况
下，应该准许使用（Q）SAR，交叉参照、体外或体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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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条
编号

原文内容 修改意见 修改技术依据或理由

9.1.2 
危害性分
级

　

满足“低关注聚合物”定义的高分子
聚合物，只对其局部毒作用（眼睛
刺激、皮肤刺激和致敏性）进行定
性评估，一般不需要对系统毒作用
进行评估。

满足低关注聚合物的高分子聚合物，分子量大，在酸性
条件下稳定，因此，不易被皮肤、消化系统吸收，不易
产生系统毒性。“低关注聚合物”定义可直接参照生态环
境部《新化学物质申报指南》中的规定。

9.1.2 
危害性分
级

表1.人体健康危害性定性分级
危害性
级    别
（Hr ）¤

皮肤
刺激性¤

呼吸和
皮肤致
敏急性
毒性¤

皮肤致
敏类别1 ¤

类别
1 ¤

腐蚀性1A-
1C ¤

LD50类
别1¤

高危害  ¤

中危害  ¤

低危害  ¤

LD50类
别2、3¤
LD50类
别4、5 ¤

类别
2 ¤

刺激性类
别2、3¤

呼吸致
敏类别1 ¤

致突
变性¤

反复染
毒和慢
性毒性  ¤

致癌性  ¤

1类¤1类¤1类¤1类¤¤¤

不在上述相应类别内¤

2类¤ 2类¤ 2类¤ 2类¤

生殖/发
育毒性 ¤

眼刺
激性¤

急性毒
性（经
口/经皮
/吸入）¤ 与 CMR 1 类相比，把腐蚀性或急性毒性 2 类放在同一

个危害类别，可能导致混淆危害的严重性。建议适当调
整。（调整后见左图）

9.1.2 
危害性分
级

对于有阈值原料，确定不同毒理
学终点的 NOAEL 及 LOAEL；对于
无阈值原料，确定不同毒理学终
点 的 NOAEL 和 LOAEL 及 T25 等
剂量描述参数。

对于有阈值原料，确定不同毒理学
终点的 NOAEL 及 LOAEL；对于无阈
值原料，确定 T25 等剂量描述参数。

对于无阈值原料，应无法确定 NOAEL 或 LOAEL。

9.1.2 
危害性分
级

当可靠的毒性数据有冲突，同时
存在阳性结果和阴性结果时，选
用阳性数据进行危害评估。

当可靠的毒性数据有冲突，同时存
在阳性结果和阴性结果时，应采用
证据权重法进行危害评估。

当可靠的毒性数据有冲突，同时存在阳性结果和阴性结
果时，不应简单地采取阳性结果（尤其是当阴性结果从
质量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阳性结果时），应根据阴性和
阳性结果的实际情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综合考虑阳
性结果和阴性结果的不同权重，根据专家判断得出结论。 
例如在新化学物质管理办法中对于致突变性的数据要
求，当 AMES 出现阳性结果时，并不是马上采用这个结
果进行分类，而是进一步进行体外、甚至体内试验，综
合判定是否具有致突变性。

9.1.2
危害性分
级

洗涤用品所用原料定性危害性鉴
别的结果原则上应为低危害的物
质。否则需要进一步进行人体健
康的定量危害性鉴别。

洗涤用品所用原料定性危害性鉴别
的结果原则上应为低危害的物质，
低危害物质不需进行人体健康的定
量危害性鉴别。否则需要进一步进
行人体健康的定量危害性鉴别。

明确需要进行人体健康的定量危害性鉴别的物质，便
于标准实施后的可操作性。（比如聚合物通常没有
NOEAL，LOEAL 等数据）。此外，如果原料为低危害，
相对来说潜在的风险较低，建议免除这些物质的风险评
估，而将有限的精力和预算集中在中高危害的原料。

9.1.3 
剂量 - 反应
评估
b）无阈值
原料剂量 -
反应评估

对于无阈值原料，一般认为任意
剂量的暴露均可能产生健康危害
效应，可通过 T25 等剂量描述参
数来进行剂量 - 反应评估。在筛
选性评估阶段，为增加风险评估
的保守性，选择最敏感（最小）
的 T25 计算风险性表征。

对于无阈值原料，一般认为任意
剂量的暴露均可能产生健康危害
效 应， 可 通 过 T25 或 BMD(L)10 或
TTC（毒理学关注阈值）等剂量描
述参数来进行剂量 - 反应评估。在
筛选性评估阶段，为增加风险评估
的保守性，选择最敏感（最小）的
T25 或 BMD(L)10 或 TTC（毒理学关
注阈值）等计算风险性表征。

对于无阈值原料，也可以采用 BMD(L)10 的方法。 对于
致癌性物质也可以考虑 TTC 方法进行评估

9.2.2

另外，对于可预见的产品的误
用、产品的意外暴露以及通过环
境（饮水）暴露于待评估原料等
场景也需考虑在内

建议删除误用和意外暴露部分。而
且“可预见的产品误用”及“意外暴露“这
些词汇的含义比较模糊，每个人的
理解和判定上会不同。

化学品风险评估和管理一般是针对化学品的预期用途和
功能，通常不包括误用或意外暴露。

9.2.3

如果消费者通过某一途径暴露于
洗涤用品的可能性极小，暴露量
可忽略，则可不进行该途径的暴
露评估

如何判断是”可能性很小，暴露量
可以忽略“？建议举例说明。或者
列举出每种暴露场景的默认相关暴
露途径。

每个企业或评估者对此的解读可能都不一样，容易造成
混淆。建议进一步澄清。

9.2.4 a)

计算同一产品中待评估原料的累
计暴露量采用简单相加法。。。
消费者对衣物洗涤剂中待评估原
料的总暴露量即各个暴露情景暴
露量的相加值。

建议改为”计算同一产品中待评估
原料的累计暴露量应该对同一人或
人群的来自不同暴露源的暴露简单
相加。“ 。。。”消费者对衣物洗涤
剂中待评估原料的总暴露量即各个
相关暴露情景暴露量的相加值。

累计暴露量的计算应该是对同一人。举例中的前期处理
衣物，洗衣服，穿衣服和后面的经口暴露的孩童不是一
个人，所以不能简单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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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条
编号

原文内容 修改意见 修改技术依据或理由

9.2.5

洗涤用品原料健康风险评估所需
的暴露数据原则上应在保证科学
性的前提下，优先选用国内数据，
特殊情况下可选用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数据或其他替代数据，但应
有理由并在不确定分析评估中予
以分析

建议将”特殊情况下“改为，””特殊
情况下如产品生产的配方，生产工
艺流程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类似或
国内数据不可获得等，可选用其他
国家或地区的。。。

产品如果使用同样的配方，生产工艺及流程，潜在的来
自产品的暴露量应该类似。而暴露的差异主要来自于对
产品的使用方式（如使用多少，频率）这些行为方式上。

9.3.3 #6 使用人类经验数据，可有效避免
物种间外推的不确定性。

使用人类流行病学数据，可有效避
免物种间外推的不确定性。

什么是”人类经验数据“？是指流行病学数据？

9.3.3
优化评估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

建议增加 #7 建立动物实验的作用
方式（MOA），进行人体相关性评
估，剔除与人体不相关的动物实验
结果。

如基于 a2u- 球蛋白机制的雄性大鼠的肾小管肿瘤与人
体不相关，因此，不能将其结果（例如 T25）用于推算
人体 LCR。

附录 D FQ（frequency of use）：暴露频
率，单位：次 / 天

附录 C 中使用频率的单位（次 / 周 ),
两者的单位是否需要保持一致 ? 　

附录表 D.1 经皮直接暴露，暴露场景：产品
使用过程中的暴露

1. 对洗衣和洗餐具加入机洗的暴露
场景
2. 应加入“冲洗时的稀释因子”

现在机洗越来越普遍，暴露场景考虑的因子和手洗会很
不一样。手洗的暴露场景需要考虑水对洗涤剂的稀释作
用。

附录表 D.1 经皮间接暴露，暴露情景 　

是针对机洗以后的化学品残留物暴露计算还是手洗？根
据 PD 沉积在织物中的质量百分比计算，是针对机洗暴
露场景的计算。此外，请再确认一下 PD 沉积在织物中
的质量百分比的计算，不需要再加上稀释因子，因为 
Sw/Tw 似乎就等同于稀释因子。

附录表 D.1 WV（water volume）：每日摄入
饮水的体积，单位：ml

WV（water volume）：每日摄入含
该原料的饮水的体积，单位：ml 不是所有的饮用水，应只考虑含有该评估原料的饮水

附 录 表 D.1
剂

C（concentration of ingredient in 
food）：待评估原料在果蔬中的
含量，单位：mg/g

C（concentration of ingredient in 
food）：待评估原料残留在果蔬上
的含量，单位：mg/g

是来自清洗过程留在蔬果表面的部分。

附录表 D.2 经口间接暴露，暴露场景：意外
事故 / 无意中吞食

建议删除
如上面的意见。意外事故或误食不在一般的化学品评估
管理范畴。

附录表 E5 表 E.5 暴露参数集 表 E.5 暴露默认参数集 　

附录表 E5 中国暴露人群特征参数
在参考文献部分加入 " 中国暴露人
群特征参数 " 的参考文献

频繁引用，但没有给出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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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ICM position paper on Management Measures on 
Cosmetics Registration

Summary: 
AICM Position Paper on Management Measures on Cosmetics Registration 
Issuer: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mainly from: altogether 10 members: Airliquide, Ashland, Clariant, Croda, Dow, Evonik, 
Honeywell, Lubrizol, Shell, Symrise 

Our activities: 
Circulate the notice and call for comment to all members July 21, 2020
The first group meeting on August 5, 2020 upon comments collected
Develop position based on comments from members on August 7,2020
Finalize position paper at sub-committee, August 14, 2020

Trigger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Management Measures on Cosmetics Registration wa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ary regulation following the release of Cosmetic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at national 
level. The management measure will govern registration of both cosmetics and cosmetic ingredients with registration 
framework, requirements and procedures specified. Considering major change in cosmetics management regulation 
both at legislative level and at implementation level, and this management measure is also the first piece of legislation 
governing cosmetics which may have impact on market access of cosmetics product, life science sub-committee 
organized call for comment to voice out on behalf of members.

Comment Summary: 
As an overarching comment, we suggested that transitional working arrangements should be specified at special 
time when new regulations are coming out to replace old ones, while companies are still submitting or just submitted 
applications with approval in process. 
Altogether 17 specific comments were developed regarding cosmetics ingredients registration details with the 
following key points:
1．Add requirements for applying change under approved cosmetics ingredients as no applicable clause at this 
management measure. 
2．To release separate regulations on cosmetics and ingredients respectively to make requirements and procedures 
clearer.
3．Further clarify the scope and definition of "Registration entity" and "entity apply for filling-based registration".
4．Timeline for review and approval are recommended to be prolonged to give company enough time for preparation.
5．Recommend that cosmetics registration entities should assist ingredient registration entities in getting safety 
information of ingredients during "Adverse Reaction Monitoring".
6．Recommend that registration process should be upgraded into electronic to save time and paper.
7．Recommend that new ingredients with 3 full year of safety monitoring period shall be included into national 
catalogue of existing cosmetics ingredients upon application
8．Start and end of Safety monitoring period should be notified to registration entities.
9．Cosmetics registration entities should communicate its data regarding safety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to 
ingredient registration entities.
10．When it comes to observed adverse reaction or risk, procedures should be further developed to prove that such 
reported reaction or risk is caused by ingredient before any further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are taken.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NMPA, initiate technical discussion if necessary



2020 IPAC Report

Position Papers    |  建议函汇总

 102

尊敬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

AICM（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有限公司）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
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代表，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
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
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积极形象。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后，业界都在关注与之配套的管理法规和
实施细则。此次，《化妆品注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规范了化妆品、
化妆品新原料注册备案管理工作，明确了基本程序和各方责任义务等内容。对此 AICM 及会员公司
表示欢迎。与此同时，随着《条例》的颁布，一系列管理法规也将相继出台。在此过程中，我们期
待贵局能够出台相应的过渡和衔接办法，帮助企业继续顺利推进现有的申报和备案流程；同时，指
导企业开展新的管理法规下的申报和备案工作。

对于《办法》，AICM 及会员公司组织了相关的讨论，还形成具体建议参见附件，供贵局进一步研究。
我们诚挚地感谢贵局给予的反馈意见的机会，并期待着与贵局就此事宜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与合作。

AICM
2020 年 8 月 14 日

联系人：贺 畅
手机：18910120882    Email:  changhe@aicm.cn 

AICM 对于《化妆品注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建议与
意见



AICM

 2020 产业政策促进报告

建
议
函
汇
总

 103

附件 AICM 对于《化妆品注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建议与意见

章条
编号

原文内容 修改意见 修改技术依据或理由

新增对已注
册或备案新
原料的变更
管理

在原文第三章第一节，缺少了对新原
料注册和备案后，如发生变更的，应
该如何管理的条款

对于涉及安全性差异的变更，如拟用于化妆品生
产的新原料超出已注册或备案的使用目的、安全
使用量等内容的，应当重新办理原料注册或者备
案；    
对于不涉及安全性差异的，如企业吸收合并、分
立导致原注册人、备案人主体资格消亡，拟将注
册人、备案人变更为新设立的企业或者其它组织
的，或者变更原指定的境内责任人的，或者因注
册人、备案人、境内责任人地址变化的，应当及
时申请注册变更或者办理备案变更；     
对于其他变更，如生产工艺改变、质量标准改变
等的，注册人、备案人应该主动进行安全性再评
价，并及时告知注册备案监管部门和化妆品使用
方。经再评估有安全风险的，禁止其变更，并禁
止其用于化妆品生产或者设置限制使用条件。

新原料的注册备案，也应当和化妆
品一样，建立相应的注册和备案变
更制度

名称 化妆品注册管理办法
建议将化妆品注册和化妆品新原料注册单独出管
理办法

不同的产品看不同的文件。

第九条
（注册人备
案人） 

注册人、备案人是指以自己的名义把
产品推向市场，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
任的企业或者其他组织。          
注册人、备案人承担产品质量安全的
主体责任，依法履行产品注册、备案
义务，对其产品的质量安全和功效宣
称负责。 

清晰明确“以自己的名义”的定义。

条例中明确规定了注册人、备案人
需要满足的要求，注册后 / 备案后
的责任，所以明确谁能够作为注册
人和备案人非常重要。跨国企业的
国外总部和国内公司是否都符合”
以自己的名义“，以“自己的名义”
时指产品品牌的所有权，还是指销
售主体， 国外生产人？  

第二章 
基本要求 
第十条

第十条 （注册人备案人要求）化妆品
注册申请人和备案人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
（一）具有与拟注册、备案化妆品相
适应的质量管理体系，设立了具备化
妆品质量安全相关专业知识、具有 5 
年以上化妆品生产或者质量管理经验
的质
量安全负责人；
（二）具有与拟注册、备案化妆品相
适应的供应商遴选、原料验收、生产
过程及质量控制、设备管理、产品检
验及留样等管理制度；
（三）具有与拟注册、备案化妆品相
适应的化妆品安全风险评估、不良反
应监测与评价及化妆品召回制度。
化妆品注册申请人和备案人应当配备
落实上述制度相适应的机构与人员，
具备保证各项制度和体系实施的能力。

第十条 （注册人备案人要求）化妆品注册申请人
和备案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如产品为委托生产
的，化妆品注册人和备案人应确保生产企业满足
条件）：
（一）具有与拟注册、备案化妆品相适应的质量
管理体系，设立了具备化妆品质量安全相关专业
知识、具有 5 年以上化妆品生产或者质量管理经
验的质
量安全负责人；
（二）具有与拟注册、备案化妆品相适应的供应
商遴选、原料验收、生产过程及质量控制、设备
管理、产品检验及留样等管理制度；
（三）具有与拟注册、备案化妆品相适应的化妆
品安全风险评估、不良反应监测与评价及化妆品
召回制度。化妆品注册申请人和备案人应当配备
落实上述制度相适应的机构与人员，具备保证各
项制度和体系实施的能力。（本项条件化妆品注
册人、备案人必须自己建立相应的体系以满足）

目前化妆品产业分工越来越细，有
很多品牌商负责营销，同时也有很
多代工企业负责研发和生产。那
么，与产品研发和生产的相关必备
条件由代工企业负责满足，而化妆
品品牌商通过合同确认自己的相关
责任，这样更有利于资源的综合利
用。

第十一条
第（一）款

（一）以注册申请人、备案人的名义
办理化妆品、新原料注册、备案，将
产品投放境内市场

（一）代表注册申请人、备案人办理化妆品、新
原料注册、备案，将产品投放境内市场

境内企业是注册申请人、备案人的
境内责任人，代表其办理化妆品、
新原料注册、备案，将产品投放境
内市场。   
 而原文“以注册申请人、备案人的
名义”就变成了境内企业直接变成
了注册申请人、备案人了，这与实
际意思，以及第十一条第（二）款
的意思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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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条
编号

原文内容 修改意见 修改技术依据或理由

第十一条
（境内责任
人义务）
第二款

（二）协助注册人、备案人开展化妆
品不良反应监测、产品召回及新原料
安全监测与报告工作

增加：原料企业作为新原料注册人 / 备案人时，
应当获得化妆品注册人 / 备案人的帮助，从其“不
良反应监测”中得到新原料安全信息。

原料企业出于其技术信息保密的原
因，会作为新原料注册人 / 备案人
来进行新原料注册人 / 备案人，但
原料企业并没有“化妆品不良反应
监测”和“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价体系”。
如果不能保证原料企业能够满足办
法规定的资质和完成上市后的责
任，原料企业不能够作为注册人 /
备案人；而化妆品企业又无法得到
原料企业用于注册 / 备案的数据，
导致新原料注册 / 备案无法完成，
法规无法落地。 

第十八条

申请人应当在 90 日内按照要求一次性
补充资料，技术审评部门应当在收到
补充资料之日起 60 日内开展技术审评
并作出审评结论。未在规定时限内补
充资料的，技术审评部门应当终止审
评，作出审评不通过的技术审评结论。

申请人应当在 90 180 日内按照要求一次性补充资
料，技术审评部门应当在收到补充资料之日起 60 
日内开展技术审评并作出审评结论。未在规定时
限内补充资料的，技术审评部门应当终止审评，
作出审评不通过的技术审评结论。

如果补正资料里涉及到要补试验，
90 天内很难完成，建议增加到 180
天。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一条 （审批结果通知）受理部
门在收到审批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        
对准予注册的制发新原料注册证；不
予注册的，制发不予注册决定书。

建议注册证电子化
电子化是趋势，并可节约邮寄费用
及纸张

第三章  
第二节  
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四条 （监测制度）国家对取得
注册、办理备案的新原料实施安全监
测制度。自首次使用新原料的化妆品
取得注册或者办理备案之日起算，安
全监测的期限为 3 年。

第二十四条 （监测制度）国家对取得注册、办理
备案的新原料实施安全监测制度。自首次使用新
原料的化妆品取得注册或者办理备案之日起算，
安全监测的期限为 3 年。            
化妆品注册备案系统在首个使用某一新原料的化
妆品取得注册备案当日，自动向该新原料的注册
人 / 备案人发出监测期启动通知。            
对于安全监测期满 3 年的新原料，新原料注册人、
备案人可向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将新原
料纳入已使用的化妆品原料目录。

原料注册人 / 备案人无法获知下游
企业产品何时获得注册 / 备案，应
由系统进行通知。           
增加对安全监测期满 3 年后新原料
注册人、备案人可以选择申请将新
原料纳入已使用的化妆品原料目录
原因有二：
1. 保护化妆品及化妆品原料企业创
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积极性；       
2. 如果只是将满 3 年安全监测期的
新原料不设其他条件加入化妆品已
使用目录，容易引发非相同质量规
格的新原料可以随意使用所带的安
全风险隐患。

第二十六条
（监测责
任）

新原料注册人、备案人应当建立新原
料上市后的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价体系，
对新原料使用的安全情况进行持续的
追踪、研究、监测和评价。 

增加：原料企业作为新原料注册人 / 备案人时，
化妆品注册人 / 备案人需向原料企业传递其“安全
风险监测和评价体系”的数据， 作为其进行新原
料安全情况研究和评价依据。

原料企业出于其技术信息保密的原
因，会作为新原料注册人 / 备案人
来进行新原料注册人 / 备案人，但
原料企业并没有“化妆品不良反应
监测”和“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价体系”。
如果不能保证原料企业能够满足办
法规定的资质和完成上市后的责
任，原料企业不能够作为注册人 /
备案人；而化妆品企业又无法得到
原料企业用于注册 / 备案的数据，
导致新原料注册 / 备案无法完成，
法规无法落地。 

第二十八条

第二十八条 （产品报告处置）省、自
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收到
不良反应或者安全风险情况的报告后，
应当按照相关规定组织开展调查工作，
发现使用新原料的化妆品存在安全风
险的，应当采取风险控制措施，责令
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暂停新原料使
用、化妆品生产或者进口。

　第二十八条 （产品报告处置）省、自治区、直
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收到不良反应或者安全风
险情况的报告后，应当按照相关规定组织开展调
查工作，发现使用新原料的化妆品存在安全风险
的，并且经过化妆品注册人 / 备案人确认确由该
新原料引起的，应当采取风险控制措施，责令化
妆品注册人、备案人暂停新原料使用、化妆品生
产或者进口。

只有当不良反应确由该新原料引
起，才能触发新原料注册人 / 备案
人开展相应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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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条
编号

原文内容 修改意见 修改技术依据或理由

第三章  
第二节 
第二十九条

第二十九条 （原料情况报告）新原料
出现以下情况的，新原料注册人、备
案人应当开展安全评估，经评估新原
料存在安全风险的，应当立即采取措
施控制风险，并向技术审评部门报告：
（一）使用新原料的化妆品发生严重
化妆品不良反应、可能引发较大社会
影响的化妆品不良反应或者其他安全
问题的；

第二十九条 （原料情况报告）新原料出现以下情
况的，新原料注册人、备案人应当开展安全评估，
经评估新原料存在安全风险的，应当立即采取措
施控制风险，并向技术审评部门报告：
（一）使用新原料的化妆品发生严重化妆品不良
反应、可能引发较大社会影响的化妆品不良反应
或者其他安全问题的，并且经过化妆品注册人 /
备案人确认确由该新原料引起的；

不良反应的原因由各种因素引起，
只有当不良反应确由该新原料引
起，才能触发新原料注册人 / 备案
人开展相应的活动。

第三十一条

新原料安全监测每满一年，新原料注
册人、备案人应当在 30 日内，汇总、
分析新原料使用和安全情况，形成年
度报告报送不良反应监测部门和技术
审评部门。

新原料安全监测每满一年，新原料注册人、备案
人应当在 60 日内，汇总、分析新原料使用和安
全情况，形成年度报告报送不良反应监测部门和
技术审评部门。（建议仅报送不良反应监测部门。 
由不良反应监测部门统计分析后， 再递交技术审
评部门对年度报告进行审查。）

1 当备案人有多个原料进行备案
时，对每个原料记录是否到一年的
汇报期，工作量大； 30 日过短，
不能保证按期完成对很多原料的追
踪记录，和信息收集。
2 建议企业仅向一个政府部门进行
报告，便于减轻企业负担。

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一条 （年度报告）新原料安全
监测每满一年，新原料注册人、备案     
人应当在 30 日内，汇总、分析新原料
使用和安全情况，形成年度报告报送
不良反应监测部门和技术审评部门。

建议修改：（年度报告）新原料安全监测每满一
年，新原料注册人、备案人应当在 30 日内，汇总、
分析新原料使用和安全情况，形成年度报告，并
在年度报告平台上报送不良反应监测部门和技术
审评部门。 

在办法中写清如何进行年度报告

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三条 （安全监测期满）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对安全监测满 3 年
的新原料进行评估，未发现安全性问
题的新原料，纳入已使用化妆品原料
目
录，仍在安全监测的其他相同新原料
一并终止监测；存在安全性问题的新
原
料，取消备案或者撤销注册。

（安全监测期满）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对安
全监测满 3 年的新原料在 30 个工作日内进行评
估，未发现安全性问题的新原料，在 30 个工作
日内纳入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仍在安全监测
的其他相同新原料一并终止监测；存在安全性问
题的新原料，取消备案或者撤销注册。

有明确的时间期限

第六十八条

（备案后监督）承担备案管理工作的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开展对已备案
新原料、普通化妆品的备案后监督工
作，发现备案资料不齐全、不规范但
不涉及安全性的。。。。。

（备案后监督）承担备案管理工作的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组织开展对已备案新原料、普通化妆品的
备案后监督工作，并一次性告知所存在的问题。
发现备案资料不齐全、不规范但不涉及安全性
的。。。。。

见起草说明：注重科学监管，提升
监管效率，明确发补次数、时限，
避免久审不决

第三章  
第四节       
第六十九条

第六十九条 （注册备案异常状态处理）
承担注册备案管理工作的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通过注册、备案信息平台填报
的信息，无法与化妆品注册人、备案
人、境内责任人或者进口普通化妆品
收货人等取得联系的，可以将注册人、
备案人、境内责任人的网上注册或者
备案系统用户列为异常状态限制使用，
并通过注册、备案信息平台通知注册
人、备案人、境内责任人在规定时间
主动与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联系。

第六十九条 （注册备案异常状态处理）承担注册
备案管理工作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通过注册、备
案信息平台通知注册人、备案人、境内责任人在
规定时间主动与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联系但未收到
任何反馈的，或通过平台填报信息无法与化妆品
注册人、备案人、境内责任人或者进口普通化妆
品收货人等取得联系的，可以将注册人、备案人、
境内责任人的网上注册或者备案系统用户列为异
常状态限制使用。

前后逻辑关系调整得更合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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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ICM position paper on < Measures for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food-related 
products >

Summary: 
Name: AICM position paper on < Measures for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food-related products >
Issuer: IPAC Food Safety sub-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mainly from: Totally 8 members, AkzoNobel, BASF, Covestro, Dow, ExxonMobil, 
LyondellBasell, SABIC, Tetra Pak

Our activities:
IPAC circulated to all members for comments on Aug. 2, 2020
The group tel-conference discussion under Food Safety sub-committee on Aug. 5, 2020
Revised comments and Align on Aug. 7, 2020
Draft position and finalize position paper at sub-committee on Aug. 11, 2020

Trigger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In order to strengthen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over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food-related products, SAMR 
drafted this measures and solicited public opinions. IPAC organized to collect comments and discussed. We 
hope to provide industrial suggestions to government. 

Through members’ discussions and alignments, we raised 10 comments for this meaures. We would like to 
brief key points for you reference.

Comments Summary: 
1.We propose clarification of the scope of this measures, in particular whether raw materials suppliers are 
under management. The supply chain of food-related industries is very long. If the management scope 
is not clear, it will lead to difficulties in industry execution and misunderstanding of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2.We suggest that SAMR formulate unified inspection documents to ensure the consistency of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3.We propose to add "it is not possible to display all the information on the product or product label due to 
technical reasons, it can be displayed in the product manual or accompanying documents".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SAMR, and communicate with policy m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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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司组成的
非盈利性行业协会，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业的代表，
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广“责任关怀”
理念；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积
极形象。

AICM 积极组织会员公司对《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进行研读，
经过仔细沟通和讨论后，现提出如附件建议，供参考。

AICM
2020 年 8 月 21 日

联系人：霍立彬 
电   话： 010-8518 1898   传  真：010-8518 1891

手   机： 15810581356，   Email: Libinhuo@aicm.cn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院凤凰置地 A 座 902 室，100021

 

AICM 关于《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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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ICM 意见和建议汇总

序号 条款 疑问或建议 理由

1

第二条 
关于食品相关产品的
定义和该管理办法的
适用范围

建议澄清或在相关的问答文件中解释“原辅料的
供应商应该符合那几条”？

食品相关行业供应链有时非常长，如塑料类食品相关材料
制品的全生产过程，可能涉及塑料树脂原料企业、塑料母
粒加工企业、塑料添加剂制备企业、塑料半成品制造企业、
塑料食品相关成型制品 ( 终产品 ) 企业等，如果相关规定
的要求不清晰，会导则行业执行的困难及执法机构执法的
误解等，请澄清。

2 第四条
（职责分工）

建议修改 "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全国食品相
关产品质量安全实施监督管理，指导地方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对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实施监督管
理“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全国食品相关产
品质量安全实施监督管理，制定统一的检查文件， 
指导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食品相关产品质量
安全实施监督管理，保证监督管理工作的一致性“。

食品相关产品涉及多个学科知识，而全国各地方执法机构
的能力水平客观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建议总局制定统一的
检查文件 , 保证监督管理工作的一致性。 

3 第十三条 

“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者对原辅料、配方和生产过
程进行安全性评估及验证”，建议修改为“食品相
关产品生产者对原辅料、配方和生产过程进行安
全性评估或验证”

食品相关制品属于材料类制品，可能非常复杂，许多情况
下，对原辅料、配方和生产过程进行安全性评估可以安排
安全性评估，但确实不能进行验证，如 GB4806.1-2016 标
准 3.2 条款要求 , " 迁移到食品中的物质不应造成食品成分 
、结构或色香味等性质的改变，不应对食品产生技术功能
“，这部分的内容的原则上，非常难验证，可以进行按产
品原料及配方等，进行评估；再如 : GB4806.1-2016 标准 5.2
条款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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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过 GB9685 批准的许多添加剂，
属于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的，没其它限制，对添加剂是否
列入 GB9685，只能进行评估确认，基本不可能验证或测试。
按食品安全法，也没要求所有的食品相关产品均需要进行
验证或测试。

4 第十四条 
标签标识

建议澄清或在相关的问答文件中解释“工业用原
材料”是否算食品相关产品的“消费品”， 并澄清 "
工业原材料在工业企业之间销售，下游的工业企
业是否属于消费者 ?   

食品相关行业供应链有时非常长，如何有效推动食品相关
行业及整个供应链的健康发展，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化，在
食品相关产品的制品到普通消费者手中时，可能先后经过
了 3-6 家不同的生产企业的协助，明晰各相关方的责任，
才可以减少社会的合规成本，使普通消费者收益。如简单
的豆浆机，各部件的材料供应商，就可能涉及至少 10-20
家以上，每个部件的供应商需要严格按第十四条的具体要
求安排食品相关标签吗？每个部门的原料供应商，也需要
严格按第十四条的具体要求安排食品相关标签吗？

5 第十四条 
标签标识

建议在 " 洗涤剂和消毒剂标签标识要求按照相关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执行。" 前增加 " 当由于技术
原因无法将信息全部显示在产品或产品标签上
时，可显示在产品说明书或随附文件中 "

按 GB4806.1-2016 标准 8.2 条款要求 " 当由于技术原因无
法将信息全部显示在产品或产品标签上时，可显示在产品
说明书或随附文件中。" 建议按相关的国标安排相关的标
识要求。

6 第十四条 
标签标识

建议修改 " 注意事项或警示信息”为 " 注意事项
或警示信息 ( 适应时 )" 

并不是所有的食品相关产品存在特别的安全注意事项或警
示信息。

7
第九条
（ 质 量 安 全 合 格 承
诺）

建议修改 “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承诺声
明是指不使用非法原料和添加剂，以及可能危害
人体健康的物质生产和销售食品相关产品；遵守
国家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及其他相关强制
性标准的要求；不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的、失效或
变质的、伪造产地的、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名、
厂址、质量标志的食品相关产品；对产品质量安
全以及真实性负责。”为“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食品安全标准及其他相关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及其他相关强制性
标准的要求“， 已经包括了 " 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者和销售
者承诺声明是指不使用非法原料和添加剂，以及可能危害
人体健康的物质生产和销售食品相关产品 ", " 不销售国家
明令淘汰的、失效或变质的、伪造产地的、伪造或者冒用
他人厂名、厂址、质量标志的食品相关产品；对产品质量
安全以及真实性负责 ",  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
法属于全国性的法律规范，如果需要企业重复保证会引起
误解，也会可能引起相关企业及执法机构，在具体实施执
行时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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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款 疑问或建议 理由

8 第四十七条

建议修改 “违反本办法规定，使用非法原料和添
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添加剂以及其他可能
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作为原料生产食品相关产品
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生产的产品，
并处三万元以下罚款，并可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的
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为 " 违反本办法规定，
使用非法原料和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添
加剂以及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作为原料
生产食品相关产品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
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并可以没收用
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
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
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
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参考《食品安全法》第 124 条　"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
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
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
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
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目前新添加剂或新树脂的行政许可的成本，至少在十万元
以上，并且需要耗时至少 8-10 个月，为体现市场公平，对
非法使用原材料，建议严格执法。 

9 第五十二条

建议修改 " 食品相关产品标签不符合本法第十四
条规定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生产、
销售，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
三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
所得”为 " 食品相关产品标签不符合本法第十四
条规定的，责令改正；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但
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下罚款。影响到食
品安全且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影响健康时，责令停
止生产、销售，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
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
没收违法所得。"

参考《食品安全法》 第 125 条：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
加剂的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
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这个
" 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 " 与食品安全法第 125 条款存在明
显的冲突。如果对食品相关产品进行处罚，可以比照设置
相关的罚款数目。

10 第五十三条

建议修改 " 生产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未通过食
品安全性评估，或者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食品相关产品的，尚不构成犯罪的，”为 " 生产
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未通过食品安全性评估，
或者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相关产品
的，尚不构成犯罪的，以及使用未经过安全评估
的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为原料而制备食品相关产
品，或者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原料而制备
食品相关产品的，尚不构成犯罪的 "

对违法使用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为原料的行为，以及使用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原料而制备相关产品的行为，也应
进行相应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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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ICM Position Paper on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Cosmetic 
Safety Assessment

Summary: 
AICM Position Paper on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Cosmetic Safety Assessment
Contributing members mainly from: altogether 12 members: Ashland, Clariant, Croda, Dow, DuPont, Evonik, 
ExxonMobil, Honeywell, IFRA, Lubrizol, Shell, Symrise 

Trigger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The draft technical guideline was developed to ensure safety of cosmetics, and 
guide the safety assessment of cosmetics. The guideline established a principle that the safety of cosmetics lies in 
ingredients and substances that may have potential risks, therefore it is crucial to assess safety of ingredients and 
those substances. The guideline specifies key steps for such assessment including hazard identification, exposure 
assessment and risk description. During such process, many factors, methodologies, and parameter are involved 
or referred. To ensure feasible, sound, and reasonable methodologies and parameters which do not cause excess 
workloads and over-stringent requirements, life science sub-committee collected member comments on the guideline 
a proposed feasible solutions and alternatives. 

Comment Summary: 
All our comments are to addressing technical details with 44 specific comments incorporated regarding terms and 
definition, assessment tool and key parameter for assessment with the following key points:
11．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guideline be made as non-compulsory as some of the assessment requirements are 
stringent for companies to achieve  
12．We propose that the definition of "threshold "in toxicology context is only applicable to effects rather than 
substance itself, so it is suggested that threshold in the guideline should only correspond to effects.
13．We expect an independent, separate guidelines on ingredients be issued in steady of a combined guideline 
governing both cosmetics and ingredients.
14．We comment that If it is confirmed that there are chemical and/or biological interactions between certain raw 
materials, the potential safety risks arising from the resulting substances and/or interactions should be evaluated. 
15．We comment that assessment personnel should posses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n not only cosmetics but also 
ingredients.
16．We propose to add computational toxicology such as (Q)SAR model, grouping and cross-referencing as major 
identification tools, as they are important means of hazard identification, especially for low-content impurities and 
compounds with similar structure or biological activity with toxicological data.
17．We propose that Acute toxicity should include both acute toxic effects after oral, dermal and inhalation exposure.
18．Regarding compound ingredients, we suggest that it is not viable to identify hazard for each constituent in the 
compound as most ingredients are in the form of compound which will not only increase workloads but also lead to 
repeated tests. 
19．We propose alternatives regarding reference dose:  The threshold or no threshold is based on the toxic effect 
itself. For example, it cannot be said that a certain compound has no threshold; it is said that there is no threshold for 
genotoxic carcinogenesis. In addition, the reference dose can also be used to derive the safe dose, and if there is a 
reliable reference dose, the reference dose should be the first choice.
20．We also propose that the benchmark dose (BMD) value can also be used for safety assessment, usually the lower 
limit of the 95% confidence limit interval, that is, the benchmark dose lower confidence limit (BMDL)
21．We propose to accept other identification methods in addition to tests a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oxicology, 
the methods of toxicological identification have become more diversified.
22．It is suggested to add Information obtained by other toxicological methods
Including the use of in vitro and computational toxicology methods to obtain data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NMPA, initiate technical discussion if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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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司 :

AICM（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有限公司）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
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代表，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
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
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积极形象。

《化妆品安全评估技术导则（征求意见稿）》发布后，AICM 及会员公司组织了相关的讨论，形
成具体建议参见附件，供贵司进一步研究。我们诚挚地感谢贵司给予反馈意见的机会，并期待着与
贵司就此事宜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与合作。

AICM
2020 年 8 月 25 日

联系人：贺 畅
手机：18910120882    Email:  changhe@aicm.cn 

AICM 对于《化妆品安全评估技术导则（征求意见稿）》的建
议与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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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ICM 对于《化妆品安全评估技术导则（征求意见稿）》的建议与意见

章条
编号

原文内容 修改意见 修改技术依据或理由

术语
有阈值化学物质
（Threshold Compounds）

有阈值毒性效应
（Threshold Effects）

阈值是针对毒性效应而非物质，全
文有一处采用了有阈值效应的原料
的表述，仍有 4 处采用了有阈值原
料 / 化学物质的表述，建议统一为
有阈值毒性效应的原料 / 化学物质

术语
无阈值化学物质
（Non-Threshold Compounds）

无阈值毒性效应
（Non-Threshold Effects）

阈值是针对毒性效应而非物质，全
文共有 6 处无阈值表述，建议统一
为无阈值毒性效应。

　 　 建议设定该指导原则为推荐性指导原则
化妆品注册人和备案人对化妆品的
质量安全负责，鉴于化妆品产品的
多样性，建议为推荐性指导原则。

题目 化妆品安全评估技术导则
建议修改：化妆品及原料安全评估技术导则或各
自出导则

准确描述

　
为保障化妆品使用安全，规范化妆品
安全评估，指导开展相关工作，制定
本导则。

建议修改：依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
四款及第十九条第八款，为保障化妆品使用安全，
规范化妆品安全评估，指导开展相关工作，制定
本导则。

有据可依，上下连贯

2.1
... 如果确认某些原料之间存在化学和
/ 或生物学等相互作用的，应该对其
产生的风险物质进行评估。

... 如果确认某些原料之间存在化学和 / 或生物学等
相互作用的，应评估生成物质和 / 或相互作用产生
的潜在安全风险。

前半句提到化学和 / 或生物学相互
作用，后半句应对应。化学的相互
作用，是可能产生新的物质；而生
物学的相互作用，是指加成作用（如
具有相同的靶器官或相同的分子起
事件等）、增效作用、拮抗作用等。

3.1

化妆品安全评估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3.1 具有医学、药学、化学或毒理学
等化妆品质量安全相关专业知识，了
解化妆品生产过程和质量安全控制要
求，并具有 5 年以上相关专业从业经
历。

化妆品安全评估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3.1 具有医学、药学、化学或毒理学等化妆品质量
安全相关专业知识，了解化妆品成品或原料生产
过程和质量安全控制要求，并具有 5 年以上相关
专业从业经历。

化妆品原料企业在进行新原料注册
或备案时，对化妆品原料进行风险
评估的人员虽具有化妆品原料从业
经历及足够的风险评估专业能力，
但不一定有化妆品成品从业经历，
但这不影响对原料进行风险评估。

4.1

基于毒理学试验、临床研究、不良反
应监测和人群流行病学研究等的结果，
从原料和风险物质的物理、化学和毒
理学特征来确定其是否对人体健康存
在潜在危害。

基于体内毒理学试验、体外毒理学试验、计算毒
理学、交叉参照、毒理学试验、临床研究、不良
反应监测和人群流行病学研究等的结果，从原料
和风险物质的物理、化学和毒理学特征来确定其
是否对人体健康存在潜在危害。

随着毒理学发展，研究方法更加多
样化，目前体外毒理学试验、交叉
参照、计算毒理学（如（Q）SAR
模型）等方法在国际上已普遍应用
于化妆品安全评估。很多国家 / 地
区已发布禁止动物试验，采纳更多
样的安全评价方法，有利于减少动
物实验。

4.1.1 (1) 急性毒性：包括经口和经皮后产生的
急性毒性效应

急性毒性：包括经口和经皮暴露后产生的急性毒
性效应，对于气体则是吸入暴露后产生的急性毒
性效应

对于气体类物质，是通过吸入而非
经口和经皮途径暴露于人体的，气
体类物质的经口和经皮暴露毒性试
验在技术上是行不通的；   无论是
ISO,OECD,ASTM 等国外测试方法导
则，还是国内相应的化学品测试方
法和国标，对于经口和经皮，都只
适用于固体和液体，不适用于气体

4.1.2（1）

(1) 按照我国现行的《化妆品安全技术
规范》（以下简称《规范》）或国际
上通用的毒理学试验结果的判定原则
对化妆品原料和风险物质的急性毒性、
皮肤刺激性 / 腐蚀性、眼刺激性 / 腐
蚀性、致敏性、光毒性、光变态反应、
致突变性、重复剂量毒性、致畸性、
生殖和发育毒性、慢性毒性 / 致癌性
等毒性特征进行判定，确定原料和风
险物质的主要毒性特征及程度。

按照我国现行的《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以下
简称《规范》）或国际上通用的计算毒理学预测
方法、交叉参照、体内或体外毒理学试验结果的
判定原则对化妆品原料和风险物质的急性毒性、
皮肤刺激性 / 腐蚀性、眼刺激性 / 腐蚀性、致敏性、
光毒性、光变态反应、致突变性、重复剂量毒性、
致畸性、生殖和发育毒性、慢性毒性 / 致癌性等毒
性特征进行判定，确定原料和风险物质的主要毒
性特征及程度。

随着毒理学发展，研究方法更加多
样化，目前体外毒理学试验、交叉
参照、计算毒理学（如（Q）SAR
模型）等方法在国际上已普遍应用
于化妆品安全评估。很多国家 / 地
区已发布禁止动物试验，采纳更多
样的安全评价方法，有利于减少动
物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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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条
编号

原文内容 修改意见 修改技术依据或理由

4.1.2（3）

(3) 在对危害识别进行判定时，还应考
虑到原料的纯度和稳定性、其可能与
终产品中其它组分发生的反应以及透
皮吸收的能力等，同时还应考虑到原
料和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带入的风险
物质的健康危害效应等。

((3) 在对危害识别进行判定时，还应考虑到原料的
纯度和稳定性、其可能与终产品中其它组分发生
的反应以及透皮吸收的能力等，同时还应考虑到
原料和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带入的风险物质的健
康危害效应等。

删除： “其可能与终产品中其它组
分发生的反应以及”， 在进行原料
的风险评估时，原料生产和供应商
并不知道终产品中的其他组分，因
此，不能对其进行评估。改部分应
该包括在化妆品产品的风险评估当
中。 

4.1.2 (4)
(4) 对可能有吸入暴露风险的产品，如
喷雾产品，应评估其吸入暴露对人体
可能产生的健康危害效应 

(4) 对可能有吸入暴露风险的化妆品终产品，如喷
雾产品，应评估其可吸入粒径大小分布结果的暴
露对人体可能产生的健康危害风险效应。 

"1. 由于化妆品终产品和原料的使
用中的主要做用部位为皮肤表面，
吸入风险一般可通过正确的使用方
法等方式规避。 2. 化妆品终产品
的吸入暴露风险一般与其使用的包
装的喷嘴粒径大小相关，因此希望
只针对终产品可造成的粒径大小谱
图分析结果进行评估。  

4.1.2 （5）
4.1.2 危害识别 
 (5) 对于复配原料，应对原料本身和 /
或每种组分的危害效应进行识别。

4.1.2 危害识别 
  (5) 对于复配原料，应对复配原料本身和 / 或每种
组分的危害效应进行识别。

在实际生产中，化妆品原料经常以
复配形式存在，并被下游使用，原
料行业内部已经进行的很多测试是
按复配方式进行的。如果必须按每
种组分进行识别，与实际使用状态
不一致，也使得现有的大量测试数
据将无法使用，造成资源的不必要
浪费。

4.2
但用 LOAEL 值计算安全边际值（Margin 
of Safety，MoS）时，应增加相应的不
确定因子（一般为 3 倍）。

但 用 LOAEL 值 计 算 安 全 范 围（Margin of Safety，
MoS）时，应增加相应的不确定因子（一般为 3 倍）。

目前大多数导则或指南都将 MoS
译为安全范围，为了保持一致性，
建议修改。 全文共有 14 处。

4.2

用于确定原料和风险物质的毒性反应
与暴露剂量之间的关系。对有阈值效
应的原料和风险物质，需获得未观
察 到 有 害 作 用 的 剂 量（No Observed 
Adverse Effect Level，NOAEL）， 如
果 不 能 得 到 NOAEL 的， 则 采 用 其 观
察 到 有 害 作 用 的 最 低 剂 量（Lowest 
Obser ved Adverse  Effect  Leve l，
LOAEL）。但用 LOAEL 值计算安全边际
值（Margin of Safety，MoS）时，应增
加相应的不确定因子（一般为 3 倍）。
对于无阈值的致癌物而言，用剂量描
述参数 T25 等来确定。对于具有潜在
致敏风险的原料和风险物质，还需通
过预期无诱导致敏剂量（No Expected 
Sensitization Induction Level，NESIL）
来评估其致敏性。

用于确定原料和风险物质的毒性反应与暴露剂量
之间的关系。对有阈值效应而言，需获得未观察
到 有 害 作 用 的 剂 量（No Observed Adverse Effect 
Level，NOAEL） 或 基 准 剂 量 Benchmark Dose，
BMD）。 如 果 不 能 得 到 NOAEL 或 BMD， 则 采 用
其观察到有害作用的最低剂量（Lowest Observed 
Adverse Effect Level，LOAEL）。但用 LOAEL 值计算
安全边际值（Margin of Safety，MoS）时，应增加
相应的不确定因子（一般为 3 倍）。对于无阈值
的致癌效应而言，用剂量描述参数 T25 或基准剂
量下限值 BMDL10 等来确定。对于具有潜在致敏
风险的原料和风险物质，还需通过预期无诱导致
敏剂量（No Expected Sensitization Induction Level，
NESIL）来评估其致敏性。

有阈值或无阈值是基于毒效应本身
而言的，比如不能说某化合物无阈
值；而是说遗传毒性致癌作用无阈
值。另外，基准剂量也可以用于推
导安全剂量，并且，如果有可靠的
基准剂量时，应该首选基准剂量。

4.2.1/4.2.2 也可用基准剂量（Benchmark Dose，
BMD）值进行安全评估。

也可用基准剂量（Benchmark Dose，BMD）值进
行安全评估，通常选用 95% 可信限区间的下限
值，即基准剂量可信下限（benchmark dose lower 
confidence limit, BMDL）

EPA “Benchmark dose technical 
guidance, 2005”

4.2.1，4.2.2 有阈值原料的剂量反应关系评估；
   对于无阈值原料的致癌性

有阈值毒性效应的剂量反应关系评估；
对于无阈值的毒性效应，如致癌性、致突变性

1）阈值是针对毒性效应而非评估
物质本身 
2）无阈值的毒性效应不仅包括致
癌性，还包括致突变性

4.2.1
有阈值原料的剂量反应关系评估，
需确定原料的 NOAEL 值 或基准剂量
（BMD）。

对原料的有阈值毒作用的剂量反应关系评估，需
确定原料的 NOAEL 值 或基准剂量（BMD）。

有阈值或无阈值是基于毒作用本身
而言的，比如不能说某化合物无阈
值；而是说遗传毒性致癌作用无阈
值。另外，基准剂量也可以用于推
导安全剂量，并且，如果有可靠的
基准剂量时，应该首选基准剂量。

4.4.2 (1)  (1) 首先按照以下公式将动物试验获
得的 T25 转换成人 T25（HT25）

 (1) 首先， 若剂量表达单位考虑了异速生长参数
差异，比如剂量单位为 mg/kgbw/d 等方式，则按
照以下公式将动物试验获得的 T25 转换成人 T25
（HT25）,

将 T25 转换成 HT25， 这是因异速
生长参数（即代谢 / 吸收率）差异
导致的种属不同，此时剂量单位通
常是 mg/kgbw/d，但若剂量单位为
mg/m3，mg/L, ppm 等，则无需此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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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条
编号

原文内容 修改意见 修改技术依据或理由

4.2.2
对于无阈值原料的致癌性，可通过剂
量描述参数 T25 等来进行剂量反应关
系评估。

对于原料的无阈值致癌性，可通过剂量描述参数
T25、BMDL10 等来进行剂量反应关系评估。

BMDL10 也可以用做致癌效应的外
推起始点。

4.3.2

DAa：经皮吸收量（μg/cm2），每平
方厘米所吸收的原料或风险物质的量，
测试条件应该和产品的实际使用条件
一致 

DAa：经皮吸收量（μg/cm2），每平方厘米所吸收
的原料或风险物质的量，测试条件应该和产品的
实际使用条件一致 实验数据可参考可靠的公开数
据或文献，例如 OECD 指导原则 428 等。

建议修改， 以此避免重复实验。

4.4

指化妆品原料和风险物质对人体健康
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和损害程度。可通
过计算安全边际值、剂量描述参数
T25、国际公认的致癌评估导则或预期
无诱导致敏剂量等方式进行描述。

指对化妆品原料和风险物质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
的可能性和损害程度的描述。可通过计算安全边
际值、终生致癌风险（LCR）、可接受暴露水平与
实际暴露量的比较分别对化妆品原料和风险物质
对人体引起有阈值作用，无阈值致癌作用和致敏
作用进行描述。

NOAEL,TD25, NISEL 都是危害特征描
述参数，他们都只和物质本身的毒
性有关，和暴露本身无关。 而风
险表征结果一定是和毒性、暴露都
相关的。

4.4.1 有阈值原料和风险物质的风险特征描
述

原料和风险物质的有阈值效应风险特征描述

有阈值或无阈值是基于毒作用本身
而言的，比如不能说某化合物无阈
值；而是说遗传毒性致癌作用无阈
值。

4.4.2 无阈值原料的风险特征描述 原料和风险物质的无阈值致癌性风险特征描述

有阈值或无阈值是基于毒作用本身
而言的，比如不能说某化合物无阈
值；而是说遗传毒性致癌作用无阈
值。

5

通过一系列毒理学试验，测定化妆品
原料和风险物质的毒理学情况，将其
作为危害识别的一部分，也是化妆品
安全评估的基础。毒理学试验首选《规
范》收录的方法，选用其他国内外权
威机构发布的毒理学试验方法时，应
提供所采用方法的来源、与《规范》
中方法相关性等信息。

通过一系列体内或体外毒理学试验、计算毒理学
预测、交叉参照，识别测定化妆品原料和风险物
质的毒理学情况，将其作为危害识别的一部分，
也是化妆品安全评估的基础。毒理学试验首选《规
范》收录的方法，也接受其他国内外权威机构发
布的毒理学试验方法或替代方法，选用其他国内
外权威机构发布的毒理学试验方法时，应提供所
采用方法的来源、与《规范》中方法相关性等信息。

随着毒理学发展，毒理识别的方法
更加多样化，除试验外建议接受其
它识别方法。

5.11
因此，在特定情况下，需要实施体内
或体外生物转化研究，以证明或排除
某些不良反应。

因此，在特定情况下，需要实施可采取其它方法
包括体内或体外生物转化研究，以证明或排除某
些不良反应。

方法学例如交叉参照或 (Q)SAR 也
可用于独代动力学 生物转化研究， 
此处建议修改以增加适用范围。

5.13

5.13 其它毒理学试验资料：有经呼吸
道吸收可能时，需提供吸入毒性试验
资料；必要时可提供其它有助于表明
原料和风险物质毒性的毒理学试验资
料。

其它毒理学试验资料：有经呼吸道吸收可能时，
需提供吸入毒性试验资料、计算毒理学、或交叉
参照等资料；必要时可提供其它有助于表明原料
和风险物质毒性的毒理学试验资料。

随着毒理学发展，毒理识别的方法
更加多样化，除试验外建议接受其
它识别方法。

5.14
人群安全
性试验资
料

　
增加： 
 5.15 其他毒理学方法获得的资料  
包括采用体外和计算毒理学方法获得数据和资料。

经过多年的发展，很多体外和计算
毒理学的方法获得长足的发展和进
步以及广泛的应用，应将这些方法
获得的资料纳入考虑范围。

5.7 重复剂量毒性 , 包括重复剂量经口和 /
或经皮毒性试验

重复剂量毒性 , 包括重复剂量经口和 / 或经皮毒性
试验，对于气体则是重复剂量吸入毒性试验

对于气体类物质，是通过吸入途
径，而非经口和经皮途径暴露于人
体的，这在技术上是行不通的；
无论是 ISO,OECD,ASTM 等国外测试
方法导则，还是国内相应的化学品
测试方法和国标，对于经口和经皮，
都只适用于固体和液体，不适用于
气体

5.9
生殖和发育毒性检测妊娠动物接触化
妆品原料和风险物质后引起子代发育
异常和亲代生殖功能损害的可能性

生殖和发育毒性检测成年动物接触化妆品原料和
风险物质后引起子代发育异常和亲代生殖功能损
害的可能性

生殖毒性染毒通常在妊娠期之前

6.1.5

如香精符合国际日用香料协会（IFRA）
标准，需对相关评估资料进行分析， 
在符合我国化妆品相关法规规定的情
况下，可采用相关评估结论。

如香精符合最新国际日用香料协会（IFRA）标准，
需对相关评估资料进行分析， 在符合我国化妆品
相关法规规定的情况下，可采用相关评估结论。

国际日用香料协会的标准会定期更
新， 应使用最新的香精评价标准
进行评估并做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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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对于化学结构明确，且不包含致癌警
告结构的原料或风险物质，含量较低
且缺乏系统毒理学研究数据时，可参
考使用毒理学关注阈值（Threshold of 
Toxicological Concern，TTC）等方法进
行风险评价， 

对于化学结构明确的原料或风险物质，暴露量较低
且缺乏系统毒理学研究数据时，可参考使用毒理
学 关 注 阈 值（Threshold of Toxicological Concern，
TTC）等方法进行风险评价，同时 TTC 也可应用于
结构不清晰的混合物， 如在植物提取中使用 TTC 
的概念， 用以评估其无遗传毒性预警的植物提取
物复杂成分， 建议使用第三类化合物的 TTC 阈值
为 90 ug/ 人 / 天。

TTC 是可以用于致癌性物质的风险
评估的。 只是致癌强度较大的类
别不适用而亦。如：如黄曲霉毒素、
亚硝基化合物、联苯胺类和肼等。
科学的表述应该是暴露量较低，虽
然在实践中一般是含量较低，暴露
量就会低，但也有例外。
由于 TTC 现在也已应用于皮肤致敏
等毒理学终点（DST）和无明确结
构的复杂植物提取物中， 建议删
除“系统”， 以使 TTC 的评价方法得
到广泛的应用

6.1.7

对于缺乏系统毒理学研究数据的非功
效成分或风险物质，可参考使用分组
/ 交 叉 参 照（Grouping/Read Across）
进行风险评估。

请将非功效成分予以定义。或者改为：对于缺乏
系统毒理学研究数据的物质，可参考使用分组 / 交
叉参照（Grouping/Read Across）进行风险评估。

没有明确定义，很难判定何时可采
用分组或交叉参照方法。 由于交
叉参照方法在国际上已经广泛使用
和认可，建议不限定于非功效成分
或非风险物质。 

6.2.12
如果化妆品原料用于喷雾产品，应该
明确提及吸入暴露的可能，并且应考
虑吸入暴露的健康危害效应。 

如果化妆品原料用于喷雾产品，应该明确提及吸
入暴露的可能，并且应考虑吸入暴露的健康危害
风险评价。 

喷雾产品品类繁多，实际的吸入暴
露比例很大比例决定于产品喷雾喷
嘴的型号， 所以在对原材料进行
评估时， 其吸入暴露的危害识别
评价， 不列在此处。 

6.2.4
在理化试验和毒性试验中使用的原料
必须与终产品中使用的原料质量规格
相同。

在理化试验和毒性试验中使用的原料必须与终产
品中使用的原料质量规格相同。

上市销售的化妆品原料可能会加入
防腐剂、稳定剂等物质，而进行理
化和毒性试验时不会加入此类。此
处规定两者的质量规格必须相同，
会带来歧义，建议删除。

6.4 香精香料
建议修改为“化妆品天然原料”，同时删除或另行写
明“香精香料应符合我国相关国家标准或国际日用
香料协会（IFRA）标准”

香精香料应符合我国相关国家标准
或国际日用香料协会（IFRA）标准。
IFRA 标 准 和 GB/T 22731《 日 用 香
精》已对香精的安全使用（包括在
化妆品中的安全使用）作出规定。
IFRA 按照定量风险评估（QRA2）
方法对香料进行评估，确定香料在
12类加香产品中的安全用量水平，
并发布在 IFRA 标准中。对于化妆
品，根据每个香料在香精配方中的
用量及其在化妆品成品中的安全用
量水平，计算出香精配方在化妆品
成品中的最高使用限量，并报告在
IFRA 标准符合性证书中。这种评估
包含了天然原料和合成原料，IFRA
也对天然原料的使用标准制定了相
应的原料标准。综上，我们认为香
精香料的安全使用基于上述标准已
经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对于天然
原料在香精中的使用部分，绝大多
数是占很少量，再加上香精本身的
添加量也很少 1~3%，所有最终天
然原料的占比在化妆品里会只有
0.01~0.03%，针对香精中的天然原
料的管控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合
理。

7.1.5

如果产品配方中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原
料，其可能产生系统 毒性的作用机制
相同，必要时应考虑原料的累积暴露，
并进行具体的个案分析。 

建议删除。

由于化妆品终产品主要应用于皮
肤， 系统暴露比例相对较低。在
对化妆品原料和终产品进行评估
时，暴露数据的选取已经很保守，
且 已内设 100 倍的安全边际。因
此认为额外的累计暴露系统评估在
此处不适用， 建议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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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如果产品中所含原料还可能来源于除
该类化妆品外的其他产品，如：化妆品、
食品、环境等时，在计算安全边际时
应考虑累积暴露，并进行具体分析。

建议删除。

累计暴露评估在此处涉及多个行
业， 化妆品制造商在此很难得到
其它行业的使用浓度和暴露数据， 
因此在考虑安全边际和累计暴露
时， 无法进行具体分析。而且考
虑目前的消费者通过使用化妆品暴
露单一化学品的量， 相比其他来
源比重较小， 建议删除此项。 

10.1
危害
（Hazard）

原料或风险物质在暴露情况下对人体
产生不良影响的属性。

原料或风险物质在暴露情况下对人体产生不良效
应的属性。

在其他部分多翻译为不良效应，建
议统一。

10.2
风险
（Risk）

暴露条件下，原料或风险物质对使用
者产生有害作用的可能性及强度的定
量和定性估计。

暴露条件下，原料或风险物质对使用者产生有害
作用的可能性及强度的定量或定性估计。

一般要么定量，要么定性，很少同
时定量和定性评估

附录 1 公司名称 建议修改：境内注册人或责任人 可不必填写境外注册人信息

附表 1 化妆品功效宣称分类编码目录　
增加“抗红外 / 红外防护 "、“抗蓝光 / 蓝光防护”、“抗
污染 "、" 收缩毛孔“四种功效宣称

补充化妆品功效宣称分类编码目录
中未涉及的四种化妆品功效宣称，
并提供相关资料。
1）“抗红外 / 红外防护”释义和说明：
用于保护皮肤（含口唇）免受红外
光线所带来的损害。
2）“抗蓝光 / 蓝光防护”释义和说明：
用于保护皮肤（含口唇）免受红外
光线所带来的损害。
3）“抗污染”释义和说明：阻隔大
气污染的成分对皮肤带来的损害。
4）”收缩毛孔“释义和说明：有助
于使皮肤毛孔收缩，或使皮肤毛孔
变得看上去不明显。

附表 2   
化妆品作
用部位分
类编码目
录

05 面部：不包含口唇、眼部和须部 16
祛痘（含去黑头）仅能对应此部位

05 面部：不包含口唇、眼部和须部 16 祛痘（含去
黑头）仅能对应此部位（建议删去 16 祛痘（含去
黑头）仅能对应此部位）

因祛痘产品含可能涉及其他使用部
位，比如背部祛痘产品，所以仅适
用用于面部并不合适。建议祛痘产
品可用于全身皮肤（除眼部及口唇
外）

建议增加
内容

缺少不同暴露途径（经口。经皮，吸入）
的吸收率之间的推导

5.15 不同暴露途径（经口。经皮，吸入）的吸收
率之间的推导
对于系统暴露，在由经口 / 吸入的 NOAEL 推导相
应的经皮值时，在无经皮吸收数据时，吸收率以
100% 计；若当原料分子量﹥ 500 道尔顿，高度电离，
且脂水分配系数 Log Pow≤-1 或 ≥4，熔点 >200℃时，
吸收率取 10%。吸收率不以 100% 计时，需提供有
关情况说明 ; 在由经口的 NOAEL 推导相应的吸入
值时，保守情况下默认吸入的吸收率是口服的 2 倍；
在由吸入的 NOAEL 推导相应的经口 / 经皮值时，
保守情况下默认吸收率是一致的。

4.3.2 全身暴露量公式 2DAp：经皮
吸收率（%）。

UK IGHRC “Guidelines on route-
to-route extrapolation of toxicity 
data when assessing health risks of 
chemicals. The Interdepartmental 
G r o u p  o n  H e a l t h  R i s k s  f r o m 
Chemicals”【详细】；

ECHA REACH guidance "CHAPTER 
R.8 -  DOSE [CONCENTRATION]-
RESPONSE REGARDING HUMAN 
HEALTH"【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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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ICM Position Paper on Specif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and 
Filing of New Cosmetic Ingredients

Summary: 
AICM Position Paper on Specif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and Filing of New Cosmetic Ingredients 
Contributing members mainly from: altogether 13 members: Airliquide, Ashland BASF, Clariant, Croda, Dow, DSM, 
Evonik, IFRA, Lubrizol, Shell, Solvay, Symrise 

Our activities: 
Circulate the notice and call for comment to all members August 28, 2020
The first group meeting on September 11, 2020 upon comments collected
Develop position based on group discussions on September 11-14,2020
Finalize position paper at sub-committee, September 15, 2020

Trigger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The specification is a manual for registration and filling of new cosmetic ingredients 
which listed procedures and data requirements. In past ten years, only few new ingredients were approved in China 
due to stringent requirements. With the newly released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Regulation on Cosmetics, 
risk-based management will be applied to cosmetics and ingredients which will bring changes in approval of new 
ingredients. High risk new ingredients, with antiseptic, sunscreen, coloring, hair dyeing, freckle removal and whitening 
functions, will be subject to registration while other ingredients will only need filling. In that respect, the Specification 
of registration and filling of new cosmetic ingredients is crucial in preparing data and fastening the procedures for 
registration and filling respectively. Therefore, IPAC life science sub-committee calls comments from our members to 
address key concerns on registration and filling requirements.

Comment Summary: 
Overall, we suggested that data requirements should be further reduced for low-risk new ingredients as they are 
subject to filling, so data requirements should be simplified than that required for high-risk new ingredients. This is 
also to embody risk-based management of cometic ingredients.Besides, concern is also raised regarding information 
protection on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company's technical know-how, production process, product output, use level, 
etc.; and add regulat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such information accordingly.

Besides, we also raised 61 specific comments with the following key points:
1．Certain information required for cosmetics companies should not be required for ingredient companies, as they 
follow different quality control systems, and some information may not apply to ingredient company.
2．We suggest that "new functions" be deleted to ensure accuracy as there is no clear definition of new function 
expect functions listed as high-risk including antiseptic, sunscreen, coloring, hair dyeing, freckle removal and whitening 
functions
3．We suggest that the laboratory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can be a self-conformity statement of the laboratory or 
a copy of the certificate issued by a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body. Such expression will be clearer for company in 
preparing such certificate
4．We suggest that national standards, industry standards or corporate standards should all be acceptable if 
applicable when it comes to selecting physical and chemical, microbiological, and functional evaluation methods. 
5．We suggest that preparation process and main process steps of new ingredient should be enough for registration 
or filling. And complete display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ingredient production and key parameters should be 
deleted.
6．We suggest that destructive test, accelerated test and Long-term storage test currently required should be deleted 
as they are normally required for drugs, while for cosmetics, stability test is enough and is also widely adopted.
7．We suggest that computational toxicology and read-across test data should also be acce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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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化妆品安全技术评价中心：

AICM（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有限公司）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
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代表，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
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
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积极形象。

AICM 和会员公司高度重视贵中心近期发布的《化妆品新原料注册与备案资料规范》（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规范》”），经仔细研读和讨论，我们看到《规范》进一步落实了《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中分类管理的原则和思路，并充分与国际法接轨。对此 AICM 和会员公司表示欢迎和感谢。同时，
我们认为不同功能的化妆品原料在分类管理下的资料提交应该有所区分。部分风险性较小的新原料
已经由行政许可调整为备案管理，那么对于此部分风险较小的新原料，备案资料提交可予以相对简化。

此外，我们殷切地希望贵中心能充分考虑新原料的申请者对机密信息保护的诉求（例如公司的
技术诀窍、生产过程、产品产量，使用水平等），并相应增加商业机密保护的规定。

对于《规范》的内容，我们还形成了具体的建议，请审阅附件。我们诚挚地感谢贵中心给予业
界此次意见反馈的机会，并期待着与您就此事宜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与合作。

AICM
                                                            2020 年 9 月 15 日

联系人：贺 畅
手机：18910120882    Email:  changhe@aicm.cn 

AICM 对于《化妆品新原料注册与备案资料规范》( 征求意见稿 )
的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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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ICM 对于《化妆品新原料注册与备案资料规范》（征求意见稿）意见与建议

章节 条款 原文内容 修改后内容 修改建议及依据

第一章 一、

为规范化妆品新原料注册与备案各
项资料的准备和提交，根据《化妆
品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注册
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制定本规范。

为规范化妆品新原料注册与备案各项资料
的准备和提交，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
例》《化妆品注册管理办法》第十四条及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规范。

依据上一级办法制定，不使用模糊
语句。

第一章 四

否则应参照《化妆品注册与备案资
料规范》相关要求，首先开通注册
人 / 备案人或境内责任人用户权限，
其中第（二）项资料“注册人 / 备案
人质量管理体系概述”无需提交。

否则应参照《化妆品注册与备案资料规范》
相关要求，首先开通注册人 / 备案人或境
内责任人用户权限，其中第（二）项资料“注
册人 / 备案人质量管理体系概述”无需提交。

既然已经出了单独的新原料的资料
规范，就不应该再查看化妆品的规
范要求。

第一章 四

用户信息、权限或已提交的用户权
限相关资料后续发生变化时，应参
照《化妆品注册与备案资料规范》
相关要求及时进行维护，并进行相
关新原料注册证 / 备案证的变更。

用户信息、权限或已提交的用户权限相关
资料后续发生变化时，应参照《化妆品注
册与备案资料规范》相关要求及时进行维
护，并进行相关新原料注册证 / 备案证的
变更。

既然已经出了单独的新原料的资料
规范，就不应该再查看化妆品的规
范要求。

第一章 四

申报企业如已具有化妆品注册人 /
备案人或境内责任人的用户权限，
且与申报新原料时的角色一致，可
直接使用该用户权限。否则应参照
《化妆品注册与备案资料规范》相
关要求，首先开通注册人 / 备案人
或境内责任人用户权限，其中第（二）
项资料“注册人 / 备案人质量管理体
系概述”无需提交。

申报企业如已具有化妆品注册人 / 备案人
或境内责任人的用户权限，且与申报新原
料时的角色一致，可直接使用该用户权限。
否则应参照《化妆品注册与备案资料规范》
相关要求，首先开通注册人 / 备案人或境
内责任人用户权限，其中第（二）项资料“注
册人 / 备案人质量管理体系概述”和第（六）
项生产企业信息表及相关材料无需提交。

化妆品生产企业和化妆品原料生产
企业需要遵循的质量管理体系不
同，此次不应要求原料企业也填报
该信息

第一章 五、
化妆品新原料电子资料和纸质资料
的基本要求、提交要求等，参照特
殊化妆品执行。

化妆品新原料电子资料和纸质资料的基本
要求、提交要求等，参照《化妆品注册管
理办法》第四章第三节特殊化妆品执行。

详细列出参照的依据

第一章 五、
新原料注册与备案资料应符合《化
妆品注册与备案资料规范》中规定
的各项形式要求。

新原料注册与备案资料应符合《化妆品注
册与备案资料规范》中规定的各项形式要
求。

既然已经出了单独的新原料的资料
规范，就不应该再查看化妆品的规
范要求。

第一章 六

毒理学试验报告和防腐、防晒、祛
斑美白及新功能评价报告应由具有
CMA 或 CNAS 资质、或符合国际通
行的《良好临床操作规范》（Good 
Clinical Practice,GCP） 或《 良 好 实
验 室 操 作 规 范》（Good Laboratory 
Practice,GLP）实验室出具；实验室
应提供其资质证明，并应对其出具
的检验结果的真实性负责。  
理化、微生物检验及防腐、防晒、
祛斑美白和新功能之外的功能评价
检验可由注册人或备案人自行开展
或委托具备相应能力的检测机构承
担。注册人或备案人对其提供的检
验样品和有关资料的真实性、完整
性负责。如果注册人或备案人自行
开展检验工作，应提供自我声明保
证结果的真实客观。

毒理学试验报告和防腐、防晒、祛斑美白
及新功能评价报告应由具有 CMA 或 CNAS
资质、或符合国际通行的《良好临床操作
规范》（Good Clinical Practice,GCP）或《良
好 实 验 室 操 作 规 范》（Good Laboratory 
Practice,GLP）实验室出具；实验室应提供
其资质证明，并应对其出具的检验结果的
真实性负责。    
理化、微生物检验及防腐、防晒、祛斑美
白和新功能之外的功能评价检验可由注册
人或备案人自行开展或委托具备相应能力
的检测机构承担。注册人或备案人对其提
供的检验样品和有关资料的真实性、完整
性负责。如果注册人或备案人自行开展检
验工作，应提供自我声明保证结果的真实
客观。

“新功能”没有明确的定义，建议删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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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条款 原文内容 修改后内容 修改建议及依据

第一章 
基本要求

六、
检测报告
要求

毒理学试验报告和防腐、防晒、祛
斑美白及新功能评价报告应由具有
CMA 或 CNAS 资质、或符合国际通
行的《良好临床操作规范》（Good 
Clinical Practice,GCP） 或《 良 好 实
验 室 操 作 规 范》（Good Laboratory 
Practice,GLP）实验室出具；实验室
应提供其资质证明，并应对其出具
的检验结果的真实性负责。

毒理学试验报告和防腐、防晒、祛斑美白
及新功能评价报告应由具有 CMA 或 CNAS
资质、或符合国际通行的《良好临床操作
规范》（Good Clinical Practice,GCP）或《良
好 实 验 室 操 作 规 范》（Good Laboratory 
Practice,GLP）实验室出具；实验室应提供
其资质证明，并应对其出具的检验结果的
真实性负责。实验室资质证明可以为实验
室自我符合性声明，也可为第三方认证机
构颁发证书的复印件。

具体规定一下何种资质证明可被接
受避免歧义和误解。

一
基本要求

七 
检测方法
要求

理化、微生物和功能评价等方法应
按照《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国家标准等
标准方法的顺序优先采用。

理化、微生物和功能评价等方法可选用《化
妆品安全技术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和企业标
准等适用的标准方法的顺序优先采用。

　理化、微生物大多采用企业自己
内部测试方法，很多和 ASTM 方法
类似，且多数为行业所共用的方法。 
如果统一采用化妆品技术规范方
法，药典方法，国家标准方法，企
业需要从新建立方法，改变一致以
来行业里惯用的方法，耗时长，且
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功能评价
企业也多采用行业内惯用的方法进
行评价，很多功能评价的方法尚属
于摸索阶段，并没有收录在《化妆
品安全技术规范》、《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中，也并没用国家标准。

一
基本要求

九
备案承诺

备案人在新原料备案时需承诺：根
据现有的相关文献或研究数据，备
案的化妆品新原料不具有防腐、防
晒、着色、染发、祛斑美白功能。

备案人在新原料备案时需承诺：根据已掌
握的相关文献或我公司的研究数据，备案
的化妆品新原料不具有用于防腐、防晒、
着色、染发、祛斑美白功能。

公司不能对所有文献进行无穷尽的
检索，且现有科学认知可能有限。

第二章
二 .
研制报告

2.3 详细阐述原料在国内外的最新研究
进展。

详细阐简述原料在国内外的最新研究进
展。

该项信息与新原料的安全性不相
关，只有简述即可，不需要详细阐
述最新研究进展

第二章 
注册与备
案资料要
求

二、
研制报告
 3. 基本
信息
3.1.2 

如原料已有 INCI 标准中文译名，应
根据《国际化妆品原料标准中文名
称目录》予以明确。

如原料已有 INCI 标准中文译名，应根据最
新发布的正式版本的《国际化妆品原料标
准中文名称目录》予以明确。

2018 版《国际化妆品原料标准中
文名称目录》并未正式发布，仍是
征求意见稿，应尽快发布，方便企
业参照使用。

二 注册与
备案资料
要求

二
研制报告

2.2 应详细阐述申报原料在国内外的
知识产权现状，并提供不侵犯原料
知识产权的相关声明。

2.2 应详细阐述申报原料在国内外的知识
产权现状，并提供不侵犯原料知识产权的
相关声明。

新原料登记 / 备案与原料安全有
关，与知识产权不相关。

二 注册与
备案资料
要求

二
研制报告

3.2.1 化学原料应提供分子式和化学
结构式的信息，若能够明确分子量
的，应明确其分子量；并应提供化
学结构的确认依据（如结构鉴定图
谱及解析过程），聚合物还应提供
相对平均分子质量及其测定方法。

3.2.1 化学原料应提供分子式和化学结构式
的信息，若能够明确分子量的，应明确其
分子量；并应提供化学结构的确认依据（如
结构鉴定图谱及解析过程）。聚合物应提
供分子量分布、低聚体以及残留单体含量。

聚合物结构鉴定采用通常 NMR 等
有表征困难聚合物应提供分子量分
布、低聚体以及残留单体含量。

第二章
二 .
研制报告

3.2.2

3.2.2 天然原料是指来源于天然物质
（植物、动物、矿物）的原料。天
然原料应为单一来源，即多基原动
植物应以单一物种申报。

3.2.2 天然原料是指来源于天然物质（植物、
动物、矿物）且未发生进一步化学反应的
原料。天然原料应为单一来源，即多基原
动植物应以单一物种申报。

植物提取物类原料存在使用多个植
物进行提取的工艺，提取出的原料
很难进行分离，无法做到单一来源。

第二章 
注册与备
案资料要求
3. 基本信息

3.3.1

3.3.1 新原料原则上不应是复配而成，
为保护原料稳定或便于原料使用而
在原料中添加的助剂（如溶剂、防
腐剂、稳定剂等）除外，但应说明
其必须添加的原因。

问题：复配原料中不在已使用原料目录中，
所占比例较大（10%-20%），但无法去除
的非功效成分是否按照第四种原料备案？

有一些成分与功效成分共存，且无
法去除，在复配原料中所占比》
10%，希望明确如何处理？

二 
注册与备
案资料要
求

二
研制报告

3.3.2 对于在化妆品中必须作为复配
原料使用的新原料，应按照单一原
料进行申报。

建议澄清何种情况属于“必须”； 建议给出
可操作性的非复配原料定义：由二个或二
个以上反应物通过一个反应过程产出的反
应产物或聚合物，不论其组份的数量，应
视为非复配原料

　以何种 INCI 名称来进行申报，
对于申报原料进行试验，以及后续
的监管，3 年安全期后上名录都很
关键。如果申报人和监管部门对何
种情况属于“必须作为复配原料使
用的新原料”认识不清，势必会造
成毒理学，理化，功能试验、备案
/ 注册数据、资料收集准备等大量
人力物力的浪费。势必会造成备案
/ 登记后监管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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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条款 原文内容 修改后内容 修改建议及依据

第二章 
注册与备
案资料要
求

二、
研制报告
3. 基本信
息 3.2 来
源

3.2.3.3 生物技术来源原料不应具有
药品所属的较高生物活性。

3.2.3.3 生物技术来源原料按推荐用量在化
妆品配方中使用时，不应达到治疗疾病所
需的药品的生物活性。

明确原文所指“较高生物活性”应该
是怎样的程度。

第二章 
注册与备
案资料要
求

二、
研制报告 
4. 使用目
的等关键
信息

应说明原料在化妆品中的使用目的、
适应或使用范围、使用规格、基于
安全的使用限量和依据、注意事项、
警示语等。

应说明原料在化妆品中的使用目的、使用
范围、使用规格、建议使用量（如有）和
依据、注意事项（如有）、警示语（如有）等。

“适应范围”不知作何理解？建议删
除。   
不是每种原料都会有基于安全的使
用限量 ( 例如大分子聚合物作为流
变改性剂时，高剂量并不会有安全
问题）， 因此建议增加“如有”；   
同样的，注意事项和警示语也不是
每种原料都会有，只有真的有的时
候，才应该说明。

第二章 
注册与备
案资料要
求

二、
研制报告
5. 国外
（地区）
使用情况

应说明原料在国外（地区）是否使
用于化妆品的情况。包括在售国家
（地区）、商品名、已使用该原料
的产品品牌、名称、使用历史、功
效、用法用量、有无不良反应报道，
国外对该原料的批准状况及相关法
规管理、最新研究进展等情况。　

应尽可能说明原料在国外（地区）是否使
用于化妆品或医药部外品或皮肤外用 OTC
药品的情况。可包括在售国家（地区）、
商品名、已使用该原料的产品品牌、名称、
使用历史、功效、用法用量、有无不良反
应报道，国外对该原料的批准状况及相关
法规管理、最新研究进展等情况。　

1. 有些原料信息不一定全，应鼓励
尽最大可能收集，同时不强求每一
项所列内容都能收集到数据；
2. 由于同一个化妆品在不同国家会
按不同品类进行管理，有的归为医
药部外品，有的归为皮肤外用 OTC
药品，因此，应该把该新原料在这
些品类中的应用情况也作为重要的
参考内容。

二 
注册与备
案资料要
求

三
制备工艺

应提供新原料制备工艺，包括能完
整显示该原料生产的全过程，主要
工艺步骤、工艺参数，最终原料形
式（与申报的形式一致）等内容，
并说明是否会引入安全风险物质及
其控制措施

应提供新原料制备工艺，包括能完整显示
该原料生产的全过程，主要工艺步骤和工
艺参数，最终原料形式（与申报的形式一
致）等内容，并说明是否会引入安全风险
物质及其控制措施；

企业技术信息保密；新原料的制备
工艺属于专有知识产权，工艺步骤、
工艺参数属于知识产权，且于新原
料安全性无关，索要这些信息违反
国家对于保护知识产权的承诺。

二 
注册与备
案资料要
求

三
制备工艺

7.1 有明确结构式的原料（含纯度
≥80% 的植物组分）应提供结构确定
依据，包括结构鉴定图谱及解析过
程（重点是关键结构片段鉴定），
并提供分子结构式和相对分子量；
聚合物还应提供聚合度以及平均分
子量及其分布的确定方法和结果。

7.1 有明确结构式的原料（含纯度 ≥80% 的
植物组分）应提供结构确定依据，包括结
构鉴定图谱及解析过程（重点是关键结构
片段鉴定），并提供分子结构式和相对分
子量；聚合物还应提供聚合度以及平均分
子量及其分布的确定测量方法和结果。

此处要求的化合物或聚合物的信息
于工艺无关，这些信息在研制报告
部分已经要求提供了，建议这里删
除 这些要求

第二章 
注册与备
案资料要
求

三、
制备工艺
8. 理化性
质

8.1 原料的理化性质主要包括颜色、
气味、状态，及其他显著特性（如
可燃性、溶解性、吸湿性等），并
结合原料性质，还应选择常见、有
依据的其他理化指标项目，如熔点、
沸点、比重、粘度、pH 值、折光率、
旋光度、羟值、碘值、皂化值、酸值、
pKa 值、分配系数（LogPow）等。

8.1 原料的理化性质应对应申报原料的形
式，主要可包括颜色、气味、状态，及其
他显著特性（如可燃性、溶解性、吸湿性
等），并结合原料性质，还可选择常见、
有依据的其他理化指标项目，如熔点、沸
点、比重、粘度、pH 值、折光率、旋光度、
羟值、碘值、皂化值、酸值、pKa 值、分
配系数（LogPow）等。

1. 不同申报原料的形式会有不同的
理化性质，应强调对应； 
2. 不同原料适用的理化性质参数也
是不同的，应允许企业根据原料的
实际情况选择契合申报原料的理化
性质参数；

二 
注册与备
案资料要
求

四
稳定性

应提供新原料的稳定性相关资料，
包括新原料的稳定性试验资料、保
质期、储存条件等。
9 破坏性试验
10 加速性试验
11 长期保存试验

应提供新原料或其市售形式的稳定性相关
资料，包括新原料的稳定性试验资料、保
质期使用期限、储存条件等。
9 破坏性试验
10 加速性试验
11 长期保存试验
提供证明新原料在保质期稳定的试验数据
和资料。

1. 当原料厂家向下游销售的产品是
复配的产品时，单一新原料的稳定
性不代表其真实产品的稳定性，可
能存在的情况是该原料在单一成分
时稳定性较差，但在向下游销售时
加入了其它成分（如溶剂，稳定剂
等，或其它活性物），此时稳定性
较好。原料企业一般对市售原料产
品进行稳定性测试，不一定对单一
原料进行稳定性测试（因为和应用
不一致，没有实际意义）。
2. 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描述应为“使用期限”，化妆品原料
目前很多使用复测原则，不适用
保质期这一概念，而使用“使用期
限”的说法。 《资料规范》全文共
5 出使用“保质期”，建议替换为“使
用期限”   
2．化妆品不同于药品，应该允许
企业根据原料的特性涉及稳定性试
验 , 确保原料的质量和安全性。  
可以采用工业界普遍认稳定性试验
如，根据预期的保质期设定加速试
验的温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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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条款 原文内容 修改后内容 修改建议及依据

第二章
三 . 稳定性

　

（二）资料要求  
具有防腐、防晒、着色、染发、祛
斑美白、防脱发、祛痘、抗皱、去
屑、止汗功能的新原料、纳米原料
及生物技术来源原料在注册或备案
时，应提供破坏性试验、加速试验
和至少一年的长期保存试验的数据、
结果、结论等相关资料，并根据稳
定性试验确定原料的储存条件和保
质期，在 3 年监测期内逐年补充提
供其余的 3 批规模化生产原料的长
期保存试验资料。

（二）资料要求  
具有防腐、防晒、着色、染发、祛斑美白、
防脱发、祛痘、抗皱、去屑、止汗功能的
新原料、纳米原料及生物技术来源原料在
注册或备案时，应提供破坏性试验、或加
速试验和或至少一年的长期保存试验的数
据、结果、结论等相关资料，并根据稳定
性试验确定原料的储存条件和保质期，在
3 年监测期内逐年补充提供其余的 3 批规
模化生产原料的长期保存试验资料

1. 对于化妆品原料目前国内没有稳
定性测试的国家标准。企业可能按
照原料的不同特性选择不同的条件
进行了稳定性测试方法。如只进行
长期实验。                     
 2. 对 于 有 些 化 妆 品 原 料， 由 于
生产的限制可能没有 3 批次而仅
有 1 批次的稳定性试验数据。根
据国际药用辅料协会稳定性指南
（IPEC excipient stability program 
guide-2010）, 对于辅料而言，仅在
没有文献资料或其它资料数据时才
需要 3 批次的稳定性数据。建议化
妆品原料稳定性也参考此指南，不
设置 3 批次的要求，由企业根据原
料的资料状况选择批次数量。

三 . 稳定性 　

（二）资料要求  具有防腐、防晒、
着色、染发、祛斑美白、防脱发、祛痘、
抗皱、去屑、止汗功能的新原料、
纳米原料及生物技术来源原料在注
册或备案时，应提供破坏性试验、
加速试验和至少一年的长期保存试
验的数据、结果、结论等相关资料，
并根据稳定性试验确定原料的储存
条件和保质期，在 3 年监测期内逐
年补充提供其余的 3 批规模化生产
原料的长期保存试验资料。

（二）资料要求  具有防腐、防晒、着色、
染发、祛斑美白、防脱发、祛痘、抗皱、
去屑、止汗功能的新原料、纳米原料及生
物技术来源原料在注册或备案时，应提供
破坏性试验、或加速试验和或至少一年的
长期保存试验的数据、结果、结论等相关
资料，并根据稳定性试验确定原料的储存
条件和保质期，在 3 年监测期内逐年补充
提供其余的 3 批规模化生产原料的长期保
存试验资料

1. 对于化妆品原料目前国内没有稳
定性测试的国家标准。企业可能按
照原料的不同特性选择不同的条件
进行了稳定性测试方法。如只进行
长期实验。                      
2. 对于有些化妆品原料，由于生
产 的 限 制 可 能 没 有 3 批 次 而 仅
有 1 批次的稳定性试验数据。根
据国际药用辅料协会稳定性指南
（IPEC excipient stability program 
guide-2010）, 对于辅料而言，仅在
没有文献资料或其它资料数据时才
需要 3 批次的稳定性数据。建议化
妆品原料稳定性也参考此指南，不
设置 3 批次的要求，由企业根据原
料的资料状况选择批次数量。

第二章
三 . 稳定性

　

其他新原料在注册或备案时应提供
破坏性试验和加速试验的数据、结
果、结论，确定原料的储存条件和
保质期，在 3 年监测期内应提供最
初通过生产验证的 3 批规模化生产
原料的长期保存试验资料。

其他新原料在注册或备案时应提供破坏性
试验，和或加速试验，或长期稳定性试验
的数据、结果、结论，确定原料的储存条
件和保质期，在 3 年监测期内应提供最初
通过生产验证的至少 3 批规模化生产原料
的长期保存试验资料。

1. 对于化妆品原料目前国内没有稳
定性测试的国家标准。企业可能按
照原料的不同特性选择不同的稳定
性测试方法。如只进行长期实验。
2. 长期稳定性试验有可能不一定选
择了最初通过生产验证的三批。非
最初通过生产验证的批次的稳定性
数据可用于稳定性的评价。

第二章 
注册与备
案资料要
求

五、
质量控制
标准

12. 质量规格及检测方法

12. 质量规格及检测方法    
本部分涉及的检测项目和检测方法并不是
原料日常质量控制都必须采用和实施的方
法。生产企业应根据原料和特点设置符合
质量控制需要的检测项目作为日常质量控
制指标。

防止各有关方面误解本部分的检
测项目和检测方法在日常 SPEC 和
CoA 中都是必做项目，建议增加此
段文字加以明确。

第二章 
注册与备
案资料要
求

五、
质量控制
标准

12.1 原料的感官指标及其检验方法。
感官指标包括性状、颜色、气味等。

12.1 原料的感官指标及其检验方法。感官
指标可包括性状、颜色、气味等。

并不是每家企业的原料感官指标都
包括全部这三项，建议加“可”确保
一定的灵活性。

二 
注册与备
案资料要
求

五
质量控制
标准

12.4 定性鉴别方法。应针对原料所
含化学成分的结构特点，设定适合
的定性鉴别方法，如光谱分析法、
化学反应法、色谱法等。

12.4 定性鉴别方法。对于化学结构明确的
单一原料，应针对原料所含化学成分的结
构特点，设定适合的定性鉴别方法，如光
谱分析法、化学反应法、色谱法等。

定性鉴别不适用于聚合物。 

第二章 
注册与备
案资料要
求

五、
质量控制
标准

12.7 生物技术来源原料应提供原料
来源包括供体生物、受体生物、修
饰微生物等。生物技术来源的寡肽、
多肽和蛋白质类新原料应明确原料
的氨基酸序列和空间构象，并阐明
原料功能与氨基酸序列和空间结构
的关系等。

12.7 生物技术来源原料应提供原料来源包
括供体生物、受体生物、修饰微生物等。
生物技术来源的寡肽、多肽和蛋白质类新
原料应明确原料的氨基酸序列和空间构
象，并阐明原料功能与氨基酸序列和空间
结构的关系等。

寡肽、多肽和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
通常是企业核心机密，无法获得相
应信息用于产品申报（特别是由第
三方咨询公司代为申报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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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条款 原文内容 修改后内容 修改建议及依据

第二章
六 . 安全评
价

　

14. 毒理学安全性评价综述   
毒理学试验资料可以是申请人的试
验资料、科学文献资料和国内外政
府官方网站、国际组织网站发布的
内容。

毒理学试验资料可以是申请人的体内 / 体
外试验资料、科学文献资料和国内外政府
官方网站、国际组织网站发布的内容，或
计算毒理学、或交叉参照资料等。

随着毒理学发展，研究方法更加多
样化，目前体外毒理学试验、交叉
参照、计算毒理学（如（Q）SAR
模型）等方法在国际上已普遍应用
于化妆品安全评估。很多国家 / 地
区已发布禁止动物试验，采纳更多
样的安全评价方法，有利于减少动
物实验。

第二章 
注 册 与 备
案 资 料 要
求

六、
安全评价 
14. 毒 理
学安全性
评价综述

18. 皮肤光毒性试验（包括光刺激性
和光变态反应，原料具有紫外线吸
收特性需做该项试验）；

　
第 19 项是否包含在第 18 项？如是，
应删除第 19 项。

第二章
六 . 安全评
价

　
20. 致突变试验（至少应包括一项基
因突变试验和一项染色体畸变试验）

20. 致突变试验（至少应包括一项基因突
变试验和一项体内或体外染色体畸变试
验）

体外染色体畸变试验已广泛应用于
致突变试验，建议此处明确体外或
体内染色体畸变试验都可以接受

14 吸入毒性
试验

吸入毒性试验（原料有可能吸入暴
露时须做该项试验 ）

吸入毒性试验（原料有可能吸入暴露时须
做该项试验 ，应进行相应产品及其暴露场
景的吸入安全评价）

由于化妆品的应用主要通过皮肤涂
抹， 而不是吸入暴露。而且吸入
毒性试验主要为危害识别，不能作
为其在化妆品产品的风险评价的唯
一数据要求。 一般可以通过合理
的商标上的警示标注， 对产品及
其中原料的吸入风险进行合理规
避。 

六 安全评价

证明资料包括该项试验方法研究过
程简述、不少于 10 种受试物的对比
研究数据、结果分析、结论及原文
等内容。 

证明资料包括该项试验方法研究过程简
述、不少于 10 种受试物或结构最相似受
试物的对比研究数据、结果分析、结论及
原文等内容。 

目前的条件下，无法实现。

二 
注 册 与 备
案 资 料 要
求

六
安全评价

若应用的毒理学试验方法未收录于
我国《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的，
应提交该毒理学试验方法与我国现
行方法所得结果一致的证明资料，
且该项毒理学试验方法应为国际权
威替代方法验证机构已收录的方法。

若应用的毒理学试验方法未收录于我国
《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的，该项毒理学
试验方法应为国际权威替代方法验证机构
已收录的方法。

未收录的方法无法提供和我国现行
方法一致的资料。国际机构验证也
不会和我国化妆品技术规范做对
比，此要求属于不合理要求

二 
注 册 与 备
案 资 料 要
求

六
安全评价

（一）拟用于防腐、防晒、着色、染发、
祛斑美白、防脱发、祛痘、抗皱、去屑、
止汗功能之外的新原料，应提交以
下毒理学试验资料：

（一）拟用于防腐、防晒、着色、染发、
祛斑美白、防脱发、祛痘、抗皱、去屑、
止汗功能之外的新原料，应提交以下毒理
学试验资料：

祛痘、抗皱、去屑、止汗功能新原
料在管理条例中没有被列为需注册
的高风险原料，建议在数据要求方
面与法规分类保持一致。

第二章
六 . 安全评
价

　

（二）拟用于防腐、防晒、着色、染发、
祛斑美白、防脱发、祛痘、抗皱、去屑、
止汗功能之外，可提供充分的证据
材料证明该原料在境外上市化妆品
中已有三年以上安全使用历史，应
提交以下毒理学试验资料： 
15. 急性经口或急性经皮毒性试验；
  16. 皮肤和急性眼刺激性 / 腐蚀性
试验；

（二）拟用于防腐、防晒、着色、染发、
祛斑美白、防脱发、祛痘、抗皱、去屑、
止汗功能之外，可提供充分的证据材料证
明该原料在境外上市化妆品中已有三年以
上安全使用历史，应提交以下毒理学试验
资料： 
15. 急性经口或急性经皮毒性试验；  
16. 皮肤和急性眼刺激性 / 腐蚀性试验；

1. 祛痘、抗皱、去屑、止汗功能新
原料在管理条例中没有被列为需注
册的高风险原料，建议在数据要求
方面与法规分类保持一致。 
2. 目前急性经口和经皮试验还没有
很好的动物替代方法，在 SCCS 评
价指南中也该项试验也非强制；鉴
于新原料在境外已有三年以上安全
使用历史，建议此处删除该项试验。

（三） 安全评价
可提供充分证据材料证明具有安全
食用历史的化妆品新原料（需使用
部位一致 ），

可提供充分证据材料证明具有安全食用历
史的化妆品新原料（需使用部位一致 或提
供相应的文献调查资料），

根据中国的很多传统中医组方，辨
证治疗， 很多情况下， 存在内服
以治外的历史使用方法。所以在此
要求“使用部位一致”， 过于局限， 
建议修改 

二 注 册 与
备 案 资 料
要求

六安全评
价

国外上市化妆品中已有三年以上安
全使用历史的证明材料应包括：
（1）与注册或备案原料质量规格相
同的原料的购进量或销售量及流向
说明；
（2）原料使用范围、在产品中的使
用量；
（3）含该原料的产品种类、生产企
业、产品包装信息、相关产品上市
备案或注册记录、 产品销售国家、
销量情况及上市后不良反应情况的
说明等资料。

国外上市化妆品中已有三年以上安全使用
历史的证明材料应包括：
（1）广泛接受的数据库信息如 Mintel 等
数据 
（2）未接收到不良反应情况报告的声明。

商业信息受到法律保护，因此不应
该要求包括流量流向等涉及商业
秘密的商业信息；第三点要求是
NMPA 掌握的信息。原料企业无法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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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条款 原文内容 修改后内容 修改建议及依据

第二章
六 . 安全评
价

　

（五）已有国际权威安全评价机构
评价结论认为在化妆品中使用是安
全的新原料，应提交评估报告的原
文及完整翻译件、评估过程、评估
结论及实验室资质分析等相关资料。
境外已批准的化妆品新原料，还应
提交批准证明。   
评估报告中的毒理学试验项目应符
合上述不同情形的毒理学试验资料
要求。毒理学试验资料应分别从评
估报告中分离出来单独提交（见表
1），试验内容应包括原料物态、浓
度；菌株；细胞系；动物种属、品系、
级别、数量等信息；试验方法、数据、
结果、结论等内容。

（五）凡已有国外（地区）权威机构评价
结论认为在化妆品中使用是安全的新原
料，申报时不需提供毒理学试验资料，但
应提交国外（地区）评估的结论、评价报
告及相关资料。国外（地区）批准的化妆
品新原料，还应提交批准证明。

建议该项保留 2011 年发布的《化
妆品新原料申报与审评指南》要求

第二章
六 . 安全评
价

　

（七）生物技术来源的寡肽、多肽、
蛋白质类原料除应提供 15-25 项所
有毒理学试验资料外，对拟用于皮
肤部位的还应提供皮肤吸收 / 透皮
吸收试验资料；并提供免疫原性 /
毒性试验资料。

（七）生物技术来源的寡肽、多肽、蛋
白质类原料除应提供符合上述不同情形
15-25 项所有毒理学试验资料外，对拟用
于皮肤部位的还应提供皮肤吸收 / 透皮吸
收试验资料；并提供免疫原性 / 毒性试验
资料。

1. 生物技术来源的寡肽、多肽、
蛋白质类原料是一类非常广泛的原
料，特别是 3.2.3.3 中提到“水解植
物成分（酸、碱或酶水解）参照生
物技术来源原料的要求提供相关资
料”，不建议对此类原料要求 15-25
的全部资料，而是可以按照符合不
同情形减免相应毒理学资料。 
2. 免疫原性 / 毒性试验一般用于药
品的安全评价，化妆品领域很少提
及，不建议开展。

二 
注册与备
案资料要
求

六
安全评价

18. 皮肤光毒性试验（包括光刺激性
和光变态反应，原料具有紫外线吸
收特性需做该项试验）；

18. 皮肤光毒性试验（包括光刺激性和光
敏感反应，原料具有紫外线吸收特性需做
该项试验）；

与 19 光变态反应进行区别

二 
注册与备
案资料要
求

六
安全评价

26. 风险评估报告  
应按《化妆品安全评估技术导则》
的风险评估原则和程序对新原料进
行风险评估。风险评估资料的内容
应包括安全使用量的确定和对可能
存在的安全性风险物质如原料生产、
保存过程中可能产生或不可避免带
入的安全性风险物质的风险评估。

26. 风险评估报告  
应按《化妆品安全评估技术导则》的风险
评估原则和程序对新原料进行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资料的内容应包括安全使用量的
确定和识别可能存在的安全性风险物质包
括原料生产、保存过程中可能产生或不可
避免带入的安全性风险物质，对风险评估
应识别出有安全风险的物质并进行安全风
险评估。 

化妆品原料通常是基于其在化妆品
中的作用进行推荐使用量，在风险
评估中评估该推荐使用量在推荐的
应用中是否存在风险。通常不是通
过风险评估来确定安全使用量。
通过风险评估，识别安全风险物质， 
然后对安全风险物质进行评估。

第二章 
注册与备
案资料要
求

六、
安全评价
14. 毒理
学安全性
评价综述

27.2 引用科学文献 / 法规资料的内
容作为申报资料项目的，应提交与
注册或备案的新原料来源相同、使
用规格相同、功能具有逻辑关联且
公开发表的非综述性质的相关研究
型论文或科学著作。应提交研究过
程简述、研究结果、结果分析及结
论等内容。

27.2 引用科学文献 / 法规资料的内容作为
申报资料项目的，应提交与注册或备案的
新原料来源相同、功能具有逻辑关联且公
开发表的非综述性质的相关研究型论文或
科学著作。应提交研究过程简述、研究结
果、结果分析及结论等内容。

由于做科学研究的原料样品往往是
实验室制备的，因此要求使用规格
相同并不切合实际，建议删除。

第三章 一、（一）
使用新原料的化妆品企业应提交到
原料注册人或备案人的资料包括

直接从新原料注册人 / 备案人 / 责任人购
买并使用新原料的化妆品企业应提交到原
料注册人或备案人或境内责任人的资料包
括

对于境外注册人或备案人，可将资
料提交给国内的责任人；如仅购买
但转手再卖的，不易收集使用信息。

二 
注册与备
案资料要
求

样品

32. 样品  
应提供新原料样品一份，样品的标
签应包括原料的中文名称、INCI 名
称、使用目的、安全使用量、适用
或使用范围、保质期、储存条件等
信息。

32. 样品  
应提供新原料样品一份，样品的标签应包
括原料的中文名称、INCI 名称、使用目的、
安全使用量、适用或使用范围、保质期、
储存条件等信息。   
明确是市售产品还是原料？

化学品标签按照 GHS 标准进行制
作，这是我国在 591 以及 GB30000
中规定的，使用目的， 安全使用量、
适用或使用范围不属于应该出现在
标签上的内容，可以以其他文件形
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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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条款 原文内容 修改后内容 修改建议及依据

第三章  
监测期管
理资料要
求

一、
监测报告

（一）使用新原料的化妆品企业应
提交到原料注册人或备案人的资料
包括：
1. 企业信息：包括名称、地址、生
产许可证号等。
2. 使用新原料的化妆品情况：购买
新原料的数量、生产产品的数量、
产品信息、新原料使用量等。
3. 含有新原料的化妆品监督抽检、
查处、召回情况。
4. 企业对含新原料产品的不良反应
监测制度、产品不良反应统计分析
情况及采取措施等。
5. 企业对含新原料产品的风险监测
与评价管理体系制度及采取措施等。

（一）使用新原料的化妆品企业应提交到
原料注册人或备案人的资料包括：
1. 企业信息：包括名称、地址、生产许可
证号等。
2. 使用新原料的化妆品情况：购买新原料
的数量、生产产品的数量、产品信息、新
原料使用量等。
3. 含有新原料的化妆品监督抽检、查处、
召回情况。
4. 企业对含新原料产品的不良反应监测制
度、产品不良反应统计分析情况及采取措
施等。
5. 企业对含新原料产品的风险监测与评价
管理体系制度及采取措施等。

1. 原料没有生产许可证。没有法条
规定化妆品原料需要获得生产许可
证。
2. 绝大部分化妆品企业不会愿意把
自己使用新原料的详细情况给到原
料企业，尤其是涉及到具体产品的
产量以及新原料在配方中的使用百
分比等，而且化妆品公司作为化妆
品成品质量安全的责任人，在其使
用新原料的产品申报备案资料中，
也已注明新原料使用的百分比浓
度，因此建议不对 “生产产品的数
量、产品信息、新原料使用量等。”
信息要求成品企业透露给原料企
业，以更切合实际并保护企业的商
业机密。

第三章  
监测期管
理资料要
求

一、
监测报告

（二）注册人或备案人汇总整理化
妆品企业提交的资料后，形成监测
报告，内容包括：
1. 新原料基本信息：
1.1 原料名称、使用目的、适用产品
类型、安全使用量、注册或备案号、
注册人或备案人及境内责任人信息。
1.2 原料来源、相对分子质量、分子
式、化学结构、组成、理化性质、
形态及规格等。
2. 新原料生产情况：应说明新原料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生产许可证
编号以及新原料年生产量等。
3. 使用新原料的化妆品情况：应说
明所有使用新原料的化妆品企业信
息、购买新原料的数量、生产产品
的数量、产品信息、新原料使用量等。
4. 含有新原料的化妆品监督抽检、
查处、召回情况。
5. 使用新原料企业的不良反应监测
制度、产品不良反应统计分析情况
及采取措施等。
6. 生产新原料及使用新原料企业的
风险监测与评价管理体系制度及采
取措施等。

（二）注册人或备案人或境内责任人汇总
整理化妆品企业提交的资料后，形成监测
报告，内容包括：
1. 新原料基本信息：
1.1 原料名称、使用目的、适用产品类型、
安全使用量、注册或备案号、注册人或备
案人及境内责任人信息。      
1.2 原料来源、相对分子质量、分子式、
化学结构、组成、理化性质、形态及规格等。
2. 新原料生产情况：应说明新原料生产企
业名称、地址、生产许可证编号以及新原
料年生产量等。境外生产商可提交类似信
息。
3. 使用新原料的化妆品情况：应说明所有
使用新原料的化妆品企业信息、购买新原
料的数量等、生产产品的数量、产品信息、
新原料使用量等。
4. 含有新原料的化妆品监督抽检、查处、
召回情况。
5. 使用新原料企业的不良反应监测制度、
产品不良反应统计分析情况及采取措施
等。
6. 生产新原料及使用新原料企业的风险监
测与评价管理体系制度及采取措施等。

“1.2 原料来源、相对分子质量、分
子式、化学结构、组成、理化性质、
形态及规格等。”这部分内容在新
原料注册 / 备案资料中均有体现，
不宜重复，建议删除。
“生产产品的数量、产品信息、新
原料使用量等。”这部分信息是化
妆品企业核心机密，几乎不可能取
得，建议删除。

原料没有生产许可证。没有法条规
定化妆品原料需要获得生产许可
证。

第三章  
监测期管
理资料要
求

二、
突发情况
报告

（一）化妆品企业应提交到原料注
册人或备案人的资料包括：
1. 企业信息：包括名称、地址、生
产许可证号等。
2. 使用新原料的化妆品情况：购买
新原料的数量、生产产品的数量、
产品信息、新原料使用量等。
3. 突发情况处理：企业应说明突发
情况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后果、采取
措施、处理结果以及工作计划和建
议。

（一）化妆品企业应提交到原料注册人或
备案人或境内责任人的资料包括：
1. 企业信息：包括名称、地址、生产许可
证号等。
2. 使用新原料的化妆品情况：购买新原料
的数量、产品信息、新原料使用量等。
3. 突发情况处理：企业应说明突发情况造
成的不良影响和后果、采取措施、处理结
果以及工作计划和建议。

绝大部分化妆品企业不会愿意把自
己使用新原料的详细情况给到原料
企业，尤其是涉及到具体产品的产
量以及新原料在配方中的使用百分
比等，而且化妆品公司作为化妆品
成品质量安全的责任人，在其使用
新原料的产品申报备案资料中，也
已注明新原料使用的百分比浓度，
因此建议不对 “生产产品的数量、
产品信息、新原料使用量等。”信
息要求成品企业透露给原料企业，
以更切合实际并保护企业的商业机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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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条款 原文内容 修改后内容 修改建议及依据

第三章  
监测期管
理资料要
求

二、
突发情况
报告

（二）注册人或备案人汇总整理化
妆品企业提交的资料后，形成突发
情况报告，内容包括：
1．新原料基本信息：
1.1 包括新原料中文名称、注册或备
案号。
1.2 原料来源、相对分子质量、分子
式、化学结构、组成、理化性质、
形态及规格等。
2. 新原料生产情况：应说明新原料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生产许可证
编号以及新原料年生产量等。
3. 使用新原料的化妆品情况：应说
明所有使用新原料的化妆品企业信
息、购买新原料的数量、生产产品
的数量、产品信息、新原料使用量等。
4. 突发情况：应说明突发情况原因
分析、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后果、采
取措施、处理结果以及工作计划和
建议。

（二）注册人或备案人或境内责任人汇总
整理化妆品企业提交的资料后，形成突发
情况报告，内容包括：
1．新原料基本信息：
1.1 包括新原料中文名称、注册或备案号。            
1.2 原料来源、相对分子质量、分子式、
化学结构、组成、理化性质、形态及规格等。
2. 新原料生产情况：应说明新原料生产企
业名称、地址、生产许可证编号以及新原
料年生产量等。
3. 已掌握的使用新原料的化妆品情况：应
说明所有使用新原料的化妆品企业信息、
购买新原料的数量、生产产品的数量、产
品信息、新原料使用量等。
4. 突发情况：应说明突发情况原因分析、
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后果、采取措施、处理
结果以及工作计划和建议。

“1.2 原料来源、相对分子质量、分
子式、化学结构、组成、理化性质、
形态及规格等。”这部分内容在新
原料注册 / 备案资料中均有体现，
不宜重复，建议删除。
“生产产品的数量、产品信息、新
原料使用量等。”这部分信息是化
妆品企业核心机密，几乎不可能取
得，建议删除。

原料没有生产许可证。没有法条规
定化妆品原料需要获得生产许可
证。

　 表 1 备注

一、表格第一行原料不同情形分类
具体包括：
1．具有防晒、祛斑美白、防脱发、
祛痘、抗皱、去屑、止汗功能及新
功能的化妆品新原料。
2．具有防腐、染发、着色功能的化
妆品新原料。
3．拟用于防腐、防晒、着色、染发、
祛斑美白、防脱发、祛痘、抗皱、去屑、
止汗功能之外的新原料。 

一、表格第一行原料不同情形分类具体包
括：
1．具有防晒、祛斑美白、防脱发、祛痘、
抗皱、去屑、止汗功能及新功能的化妆品
新原料。
2．具有防腐、染发、着色功能的化妆品
新原料。
3．拟用于防腐、防晒、着色、染发、祛
斑美白、防脱发、祛痘、抗皱、去屑、止
汗功能及新功能之外的新原料。

根据正文，第 3 类原料为“拟用于
防腐、防晒、着色、染发、祛斑美白、
防脱发、祛痘、抗皱、去屑、止汗
功能之外的新原料”，那第 1 类原
料应该不包括新功能的新原料，否
则逻辑不通。

三
监测期管
理资料要
求

化妆品新
原料注册
与备案申
请表

生产企业  
此地址为注册证明文件的邮寄地址，
如填写不正确导致未能实际接收的，
后果自负。

生产企业为国外企业，邮寄地址为境内责
任人

　

三
监测期管
理资料要
求

化妆品新
原料注册
与备案申
请表

保证书
本申请表中所申报的内容和所附资
料均真实、合法，上传内容和原件
一致，所附资料中的数据均为研究
和检测该产品得到的数据，符合《化
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如有不
实之处，我单位愿负相应法律责任，
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保证书
本申请表中所申报的内容和所附资料均真
实、合法，上传内容和原件一致，所附资
料中的数据均为研究和检测该产品得到的
数据，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要求。
如有不实之处，我单位愿负相应法律责任，
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理化检测，微生物，功效评价，企
业通常采用企业标准。
注册和备案资料都是特定原料的技
术性资料，保证真实性和合法性是
应该的，而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
定了和安全相关的一些项目的限量
和检测方法，并未涵盖所有的项目，
因此保证书无法保证规范没有涵盖
的内容。

附件 1 申请表 生产企业 ( 签章 ) 法定代表人 ( 签字 ) 注册人或备案人或境内责任人 ( 签章 ) 
法定代表人 ( 签字 )

境外注册人或备案人可委托境内责
任人进行

附件 2
化妆品用
×× 原料技
术要求

1．基本
信息

　1.2 登记号
　　1.2.1 CAS 登记号
1.2.2 EINECS/ELINCS 登记号
1.3 原料来源
　　1.4 分子式、结构式及分子量 /
原料制备信息（根据原料实际情况
进行适当调整）

1.2 登记号
　　
1.2.2 EINECS/ELINCS 登记号
1.3 原料来源
　1.4 分子量 / 原料制备信息（根据原料
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CAS 号以及分子式、结构式是原料
公司的核心机密，可以上报给国家
局，但希望不透露给公众。

附件 3
新原料监
测报告样
例 2.1

2.1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生产许可
证编号。

2.1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生产许可证编
号或其它证明材料。

原料没有生产许可证。没有法条规
定化妆品原料需要获得生产许可
证。

附件 3 附件 1 表
1 产品中含量（%） 产品中含量范围（%） 信息保护

附件 4 2. 生产情
况

2.1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生产许可
证编号。

2.1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生产许可证编号。
原料没有生产许可证。没有法条规
定化妆品原料需要获得生产许可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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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ICM position paper on Specif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and 
Filing of Cosmetic

Summary: 
AICM Position Paper on Specif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and Filing of Cosmetic
Contributing members mainly from: altogether 6 members: Ashland BASF, Dow, DSM, Evonik, Lubrizol

Our activities: 
Circulate the notice and call for comment to all members August 28, 2020
The first group meeting on September 11, 2020 upon comments collected
Develop position based on group discussions on September 11-14,2020
Review of draft position September 14,2020
Finalize position paper at sub-committee, September 15, 2020

Trigger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This specification governs registration and filling of cosmetics where 
some requirements may impact ingredient companies.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data and document 
submission from ingredient companies to cosmetic companies. As upstream in the supply chain, we need 
scrutinize requirements and responsibility fall on part of ingredient company under this specification and 
voice out concerns and real challenges.   

Comment Summary: 
Overall, we have 8 specific comments as below:
36．It is suggested signings be acceptable as equally effective as official seals because seals are not 
common for foreign companies
37．As to signings, we suggest that legal representatives of authorized domestic responsible entity be 
accepted to allow flexibility
38．We suggest that notarization procedures for letter of authorization and letter of commitment for 
foreign companies and domestic authorized entity to reduce burden and workloads
39．We suggest that change in domestic authorized entity should not be subject to consent from previous 
authorized entity as such change is decision by foreign company'
40．We suggest that procedures should be streamlined for confirmation on part of ingredient companies. 
Currently, it is required that cosmetic company should get confirmation from ingredient company for each 
ingredient they use in the cosmetic products.
41．We suggest that requirement to signing and sealing of quality specification certificates ne deleted 
because this could cause huge workloads to ingredient companies.
42．We suggest that no special requirements for ordinary cosmetics using new raw materials should be 
added. 
43．We suggest some changes in quality specification. Quality specifications generally do not include 
content, microorganisms, heavy metals, and harmful substances. For many raw material companies, each 
batch of the above content is not tested, which greatly increases the burden on the company.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NIFDC, initiate technical discussion if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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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化妆品安全技术评价中心：

AICM（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有限公司）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
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代表，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
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
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积极形象。

AICM 和会员公司高度重视贵中心近期发布的《化妆品注册与备案资料规范》（征求意见稿）（以
下简称“《规范》”），经仔细研读和讨论，我们形成了具体的建议，请审阅附件。我们诚挚地感谢
贵中心给予业界此次意见反馈的机会，并期待着与您就此事宜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与合作。

AICM
                                                            2020 年 9 月 15 日

联系人：贺 畅
手机：18910120882    Email:  changhe@aicm.cn 

AICM 对于《化妆品注册与备案资料规范》( 征求意见稿 )
的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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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ICM 对于《化妆品新原料注册与备案资料规范》（征求意见稿）意见与建议

章节 条款 原文内容 修改后内容 修改建议及依据

第一章 
基本要求

第七条
（纸质资
料原件要
求）

第七条（纸质资料原件要求）在纸
质资料中，除有特别规定外，由其
他单位（如监管部门、国际组织、
行业协会、检验机构、公证机关等）
出具的资料应使用原件；无法使用
原件的，可使用由出具单位盖章确
认的、由我国使（领）馆确认的或
由我国公证机关公证的复印件（以
下统称为“原件替代件”）。

第七条（纸质资料原件要求）在纸质资料
中，除有特别规定外，由其他单位（如监
管部门、国际组织、行业协会、检验机构、
公证机关等）出具的资料应使用原件；无
法使用原件的，可使用由出具单位有关职
能部门负责人签字确认的、由我国使（领）
馆确认的或由我国公证机关公证的复印件
（以下统称为“原件替代件”）。

国外出具单位没有公章的情况很普
遍，因此由有关负责出具资料的职
能部门的负责人签字确认是个现实
可行的办法。

第二章 
形式要求

第十三条
（签章要
求）

第十三条（签章要求）注册备案资
料应签章齐全，符合国家有关用章
规定，具有法律效力。按照有关规定，
境外注册人 / 备案人不使用公章的，
应由其法定代表人签字，在要求盖
章处注明“无公章”，并由境内责任
人在其签字处和标注“无公章”处盖
章确认。

第十三条（签章要求）注册备案资料应签
章齐全，符合国家有关用章规定，具有法
律效力。按照有关规定，境外注册人 / 备
案人不使用公章的，应由其法定代表人签
字或可由其授权的境内责任人的法定代表
人签字，在要求盖章处注明“无公章”，并
由境内责任人在其签字处和标注“无公章”
处盖章确认。

很多境外公司法定代表人很难有时
间在办公室签字，由其授权境内责
任人的法人代表签字是现实可行的
操作，望能采纳。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十四
条

第二十四条（境内责任人授权和承
诺书）用户权限资料第（五）项“境
内责任人授权和承诺书”具体包括：
（1）境内责任人授权和承诺书，式
样见附件 6；
（2）授权和承诺书的公证书；
（3）授权和承诺书为外文的，还应
按要求进行翻译，并对翻译一致性
进行公证。

第二十四条（境内责任人授权和承诺书）
用户权限资料第（五）项“境内责任人授
权和承诺书”具体包括：
（1）境内责任人授权和承诺书，式样见
附件 6；
删去“（2）授权和承诺书的公证书；“或更
改附件 6 的格式
（3）授权和承诺书为外文的，还应按要
求进行翻译，并对翻译一致性进行公证。

境外注册人 / 备案人的法人与境内
责任人的法人不在同一国家，受时
间和空间所限，二人无法同时在一
份文件上签字并在同一公证员面前
公证签字属实。

考虑到此授权为公司之间的商业行
为，双方法人签字即具有法律效力，
因此建议取消公证程序。

如一定要求进行公证，建议对附件
6 进行修改，将文件拆分为“境外
注册人 / 备案人授权和承诺书“及”
境内责任人接受授权和承诺书“，
由双方法人分别签字和公证。

第二章 
形式要求

第三十六
条
（更换境
内 责 任
人）

第三十六条（更换境内责任人）拟
更换境内责任人的，由新的境内责
任人提交由原境内责任人盖章的同
意更换境内责任人的知情同意书，
以及变更后境内责任人承担产品（含
变更前已上市的产品）质量安全责
任的承诺书，由系统批量勾选需切
换的全部产品并经对方确认同意。

第三十六条（更换境内责任人）拟更换境
内责任人的，由新的境内责任人提交由境
外注册人 / 备案人准备的新的授权书，以
及变更后境内责任人承担产品（含变更前
已上市的产品）质量安全责任的承诺书，
由系统批量勾选需切换的全部产品完成相
应产品的境内责任人更换。

变更境内责任人是境外注册人 / 备
案人的权利，不应把获得境内责任
人的同意作为变更的先决条件。

第四章 
注册备案
资料要求

（二）（原
料生产商
及质量规
格证明）

使用了监测期内化妆品新原料的化
妆品产品，提交注册申请或者办理
备案时，境内的注册人、备案人或
者境内责任人应当发送授权申请至
已注册用户的新原料注册人、备案
人或者境内责任人，获得授权后方
可成功提交注册申请或者完成备案。

使用了监测期内化妆品新原料的化妆品产
品，提交注册申请或者办理备案时，境内
的注册人、备案人或者境内责任人应当递
交由已完成新原料注册或备案的注册人、
备案人或者境内责任人签发的授权信或其
复印件（同时指出原件在哪个产品中已使
用），获得授权后方可成功提交注册申请
或者完成备案。

每个使用新原料的产品都要获得原
料企业的确认将极大增加原料生产
者使用者和监管部门的工作量，同
时时整个产品的注册 / 备案流程效
率大大下降。

第四章
注册备案
资料要求

第四十二
条（产品
配方）

（二）（原料生产商及质量规格证明）
所有原料均应当填写原料生产商、
供应商，并提供由原料生产商出具
的法定代表人签字或法定代表人授
权该生产企业的签字人签字或公章
确认的质量规格证明，以配方表附
件形式提交（样例见附件 12）。原
料生产商出具的质量规格证明若为
复印件或扫描件，由供应商法人签
字或加盖公章确认。

（二）（原料生产商及质量规格证明）所
有原料均应当填写原料生产商、供应商，
并提供由原料生产商出具的法定代表人签
字或法定代表人授权该生产企业的签字人
签字或公章确认的质量规格证明，以配方
表附件形式提交（样例见附件 12）。原料
生产商出具的质量规格证明若为复印件或
扫描件，由供应商法人签字或加盖公章确
认。

原料企业负担过重，给每一个化妆
品配方签字，公章确认费时费力。
在企业承担化妆品安全主体责任的
大前提下，建议考虑更合理有效的
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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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条款 原文内容 修改后内容 修改建议及依据

第四章 
注册备案
资料要求

第四十五
条
（产品检
验报告）

1.（申请豁免毒理学试验资料）如果
普通化妆品的生产企业已取得所在
国（地区）化妆品监管部门出具的
生产质量管理体系相关资质认证，
且产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能够充分
确认产品安全性的，可免予该产品
的相关毒理学试验项目，有下列情
形的除外：
（2）产品使用了监测期内化妆品新
原料的；

1.（申请豁免毒理学试验资料）如果普通
化妆品的生产企业已取得所在国（地区）
化妆品监管部门出具的生产质量管理体系
相关资质认证，且产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
能够充分确认产品安全性的，可免予该产
品的相关毒理学试验项目，有下列情形的
除外：
（2）产品使用了监测期内化妆品新原料
的；

不应该对使用新原料的普通化妆品
进行特殊要求， 理由如下：
1） 新原料已经在备案 / 注册过程
中进行了大量的毒理学数据的提交
和安全评价；只要在新原料安全评
价的使用用途，功能和使用量下就
是安全的，无需再化妆品上再进行
毒理学试验；
2)  化妆品的安全可以通过成分的
安全来进行评估；
3)  对于新原料的”歧视“待遇，将不
利于新原料的市场推广。

　

附件 12 
配方表样
例与填写
说明

4．所有原料均应当提供质量规格证
明，质量规格证明中应当设定适当
的质量控制指标及检测方法，如含
量、微生物、重金属、有害物质（如
有害杂质、有害溶剂等）等指标，
以保证原料质量。
此外，还应当考虑监管法规要求，
例如：《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等
法规对原料质量规格有要求的，质
量规格证明应当包括法规所规定的
内容，有主成分名称、含量或组成、
有害物质控制指标、使用范围等，
并提供法规要求的相关检验数值。

所有原料均应当提供质量规格证明，质量
规格证明中应当设定适当的质量控制指标
及检测方法（检测方法可以是公司内部标
准方法）如含量、微生物、重金属、有害
物质（如有害杂质、有害溶剂等）等指标，
以保证原料质量。此外，还应当考虑监管
法规要求，例如：《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
等法规对原料质量规格有要求的，质量规
格证明应当包括法规所规定的内容，有主
成分名称、含量或组成、有害物质控制指
标、使用范围等，并提供法规要求的相关
检验数值。若质量规格证明指标中并未涵
盖，则应由原料生产企业提供相应的声明
以证明原料符合禁限用物质的控制要求。

质量规格一般不包括含量、微生物、
重金属、有害物质含量。对于大量
的原料企业并没有进行上述内容的
每批次检测，极大增加企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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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AICM Position Paper on Guidance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egistr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Summary: 

AICM Position Paper on Guidance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egistr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Issuer: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mainly from: altogether 29 members: Agilent, Arkema, Arlanxeo, BASF, Cabot, 
Covestro, Croda, Dow, DuPont, Eastman, Evonik, ExxonMobil, Honeywell, HP, Huntsman, IFRA, Johnson 
Matthey, Lanxess Lubrizol, LyondellBasell, Merck, Nouryon, PPG, Shell, SI Group, Solvay, Symrise , Trinseo, 
Wacker

Our activities: 

Circulate the notice and call for comment to all members August 17, 2020

The first group meeting on August 26, 2020 upon comments collected

Second group discussion on August 27,2020

Third group discussion on August 28,2020 to align on over 200 comments received.

Develop position based on group discussions on August 28-29,2020

Review of draft position September 1,2020

Finalize position paper at sub-committee, September 2, 2020

Trigger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The Guidance are formulated to regulate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egistr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guiding the Applicant and the Agent in handling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egistr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with registration procedures, 
registration materials and data requirement specified. Altogether 29 members provided over 200 
comments regarding the Guidance with major concerns over registration exemptions, over-stringent 
test data requirements on PBT substances, and IP information protection. With these concerns in mi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Chemical Substances Sub-committee developed this position through 
rounds of discussion to bring our suggestions to the authority with a view to further simplifying registration 
difficulties and reducing test costs.

Comment Summary: 

As a general comment, we suggested that data requirements should be further reduced as along as risks 
could be identified and controlled. Meanwhile, we also asked for transition period as new Guidance 
brings about changes in registration which will affect business operations as well. Companies need time to 
understand and get familiar with new rules for compliance.

 

Besides, we also raised 144 specific comments regarding registration types, registration procedures, 
requirements for registration application materials, special regulations on polymers, and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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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registration for new uses, re-registration,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changes, withdrawal and 
cancellation, and post-registration follow-up management with the following key points:

23．The guidance specifies that QSAR method doesn't apply to certain substances, against which we 
suggested that such requirement should be removed because QSAR is not targeted to evaluate certain 
substances and it would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some UVCB substances. 

24．It is suggested that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with annual production volume or import volume less 
than 100 kg should be exempted considering limited environmental impacts they have.

25．Timeline for supplementing registration materials is advised to be extended to 12 months instead of 6 
months in the Guidance to give companies enough time for preparation.

26．It is suggested to further clarify circumstances for failure in registration technical review both for 
regular registration and simple registration.

27．It is suggested that chemical substances should be subject to a use and exposure assessment, and 
then decide if such substances should be failed in technical review. Current rules in the guidance will fail all 
PBT substances at technical review stage.

28．It is suggested that name of chemical substances should be exempted from disclosure under filing-
based registration

29．It is suggested that non-test requirements could also be accepted as a source of data 

30．It is suggested that chemical substances with both P and B should be subject to  

special data requirements. P or B substances only need to submit basic data requirements

31．It is also added that the atlas data can be issued by a testing organization or company itself that meets 
the qualification requirements, and the test condition information and data analysis should be included 
when submitted.

32．Changes to minimum data for Health Toxicology are proposed: The main exposure route data should 
be submitt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and use of the notified substance. 
For basic data, submit data for one exposure route, and for special requirements, submit data for two 
exposure routes.

33．It is suggested that signing documents should be deemed as equally effective as documents with 
chops since most foreign companies only sign documents

34．It is suggested that companies should not be required to submit so many materials to explain the 
necessity for information protection.  

35．Protection of Chemical substances should not be rejected even if information of such substances is 
already available on publications or database because some substances in overseas database or publication 
are still not registered in China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MEE, initiate technical discussion if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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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 :

AICM（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有限公司）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
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代表，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
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
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积极形象。

对于贵司近期发布的《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南》”），
AICM 和会员公司高度重视，我们关注到《指南》的修订在管控重点和材料要求方面对业界的诉求予
以适当的采纳。我们仍殷切希望贵司能够考虑企业登记的成本，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降低数据要求，
减轻企业登记的负担，激发企业申报的积极性。此外，为引导企业更好地执行《指南》更新的程序、
资料和数据要求，希望贵司给予企业适当的缓冲期或过渡期。

对于《指南》的内容，我们还形成了具体的建议，请审阅附件。我们诚挚地感谢贵司给予业界
此次意见反馈的机会，并期待着与您就此事宜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与合作。

AICM
                                                            2020 年 9 月 2 日

联系人：贺 畅
手机：18910120882    Email:  changhe@aicm.cn 

AICM 对于《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指南 ( 征求意见稿 )》
的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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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AICM position paper on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Assessing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Hazards, Exposure 
and Risks of Chemical Substances

Summary: 
AICM position paper on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Assessing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Hazards, Exposure and Risks of Chemical 
Substances

Contributing members mainly from: altogether 6 members: Covestro, Dow, ExxonMobil, Huntsman, Lanxess, Lubrizol

Trigger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MEE issued exposure drafts of 3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Assessing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Hazards, Exposure and Risks of Chemical Substances. These guidelines are to further clarify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companies 
to carry our risk assessment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 and also support risk assessment of existing chemical substances. 
Therefore, these 3 guidelines are key technical pillar of Order 12 and Guidance. Considering that some technical tools and factors 
are proposed, and for better implementation, comments are collected to address concerns in that respect.

Comment Summary: 
As a general comment, we suggested that CET tool proposed in the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Exposure Assessment Guideline 
be issued soon for company to have a trial for better fit in; meanwhile, factors proposed in the guideline should also be further 
reviewed upon trial of company to ensure these factors are reasonable and feasible and can fit in local circumstances.

1.It is suggested that computational toxicology dada be accepted as one data source as there is widely application of computational 
toxicology in chemical risk assessment.

2.Data quality should be a consideration when it comes to adopting Human Epidemiological Survey Data.

3.It would not be reasonable to adopt the most sensitive data in some circumstances. Some substances, especially some common 
existing substances, have a lot of data. In some cases (for example, 10 negative data and one positive data), it is not scientific to 
simply use the most sensitive data (positive) and does not reflect reality.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o include the weight of 
evidence method. The weight of evidence is currently an important method of data evaluation in the world.

4.It is recommended to determine the test strategy and items according to IATA's overall test strategy for each toxicology focus, and 
then classify the hazards according to GB30000.

5.There is inconsistency for analyzing persistence and bioaccumulation and determining PBT/vPvB in GB/T 24782 and the guidelines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registration of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so the criteria and procedures should be further clarified. 

6.EDSc should be deleted. At present, there is no clear definition for EDC in domestic chemical management regulations, and 
there is no widely recognized list of EDC substances in the world. EDC itself is a mode of action, and it is not a new end point. It 
is recommended to delete it so that it can be managed after EDC becomes more mature or the operation method can be further 
clarified.

7.New Chemical Registration Measures do not require test data to identify atmospheric hazards. It is recommended not to include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hazard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new substance registration requirements, and just carry out the 
hazard classification according to GB 30000.29-2013.

8.Some key factors change for Characterization without threshold effect to follow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9.Key evaluation factor and thresholds are proposed for Characterization of sediment hazards to reflect the best applicable 
circumstances.

10.For chemical substances with lgKow<3, they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water phase. For the soil environment, they are 
distributed in pore water. Therefore, their hazards can be characterized by conversion through PNEC.

11.It is suggested that default factor should be deleted. The default factor should either follow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or be based 
on local circumstances.

12.it is clarified that the mutagenicity is not quantitatively characterized, and linear extrapolation cannot be applied to obtain the 
unit hazard intensity coefficient

13.Toxicokinetics should also be considered in Characterization with threshold effect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MEE, initiate technical discussion if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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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 :

AICM（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有限公司）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
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代表，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
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
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积极形象。

对于贵司近期发布的《化学物质环境与健康暴露评估技术导则（试行）》（征求意见稿），我
们期待后续附录 G 暴露估算工具（CET) 的出台供企业试用，同时 对于附录 B 暴露参数推荐值，也希
望贵司给予反馈机会，供企业试用后反馈参数的合理性。

对于《化学物质环境与健康危害评估技术导则（试行）》（征求意见稿）、AICM 和会员公司形
成了具体建议，请审阅附件。我们诚挚地感谢贵司给予业界此次意见反馈的机会，并期待着与您就
此事宜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与合作。

AICM
                                                            2020 年 10 月 20 日

联系人：贺 畅
手机：18910120882    Email:  changhe@aicm.cn 

AICM 对于《化学物质环境与健康危害评估技术导则（试行）》
（征求意见稿）等三项技术导则的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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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ICM 对于《化学物质环境与健康危害评估技术导则（试行 )》( 征求意见稿）
的意见与建议

条款 页码 原文内容 修改后内容 理由及依据

5.1.2.2 7

数据来源包括测试
试验、国内外已有
的化学物质数据库、
公开发表的文献 /
报告以及其他可获
得的技术资料等。

数据来源包括测试试
验、国内外已有的化学
物质数据库、公开发表
的文献 / 报告、计算毒
理学数据以及其他可获
得的技术资料等。

随着计算毒理学的快速发展，在化学品的风险评估中也有非常广泛的
应用。应明确将这方面的数据纳入考虑。

5.2.1.1 10

。优先选用人体流
行病学调查数据，
缺少流行病学调查
数据的，对于不同
健康毒理学终点选
择最为敏感的其他
数据作为关键效应
数据，明确拟评估
化学物质对健康的
危害性。
在数据质量相同的
前提下，对于同一
个健康毒理学终点，
如果有多个试验动
物数据，通常选择
与人体最相关且最
敏感的试验动物数
据作为关键效应数
据，

。优先选用人体流行病
学调查数据，缺少流行
病学调查数据的，或数
据质量低的，对于不同
健康毒理学终点选择最
为相关的其他数据作为
关键效应数据或采用证
据权重的方法，明确拟
评估化学物质对健康的
危害性。
在数据质量相同的前提
下，对于同一个健康毒
理学终点，如果有多个
试验动物数据，通常选
择与人体最相关且最敏
感的试验动物数据作为
关键效应数据或采取证
据权重的方法，

1. 与在一定质量控制和设计良好的动物试验数据不同，部分
基于观察性研究的流行病学的数据质量需要有一定的考察。                                                                                  
2. 有些时候，最敏感的动物数据的作用机制与人类不相关（例如
alpha-2 macroglobulin 导致的肾癌），应予以排除。
3. 保守当然是一个风险评估很重要的原则。但也需要兼顾科学性。证
据权重是目前国际上重要的关于数据评估的方法，建议将证据权重的
方法纳入。
4. 一些物质，尤其是一些常见的现有物质，有很多数据，在一些情况
下（例如，10 个阴性数据和一个阳性数据），简单的采用最敏感的数
据（阳性）并不科学，并没有反映真实情况。

5.2.2.1
确定关键
效应数据

10 确定关键效应数据

建议对每一个毒理学重
点按照 IATA 整体测试
策略来确定试验策略
和项目，然后再按照
GB30000 进行危害分
类。

　

5.2.3 11

根据 GB/T 24782 开
展化学物质持久性、
生物累积性分析与
PBT/vPvB 判别

建议进一步明确
GB/T 24782 与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指南中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分
析与 PBT/vPvB 判别并不完全一致

5.2.3 11

关于 EDCs，通过比
对国际现有的 EDCs
清单，以及用数据
挖掘方法在现有国
际数据库中检索拟
评估化学物质是
否属于 EDCs 或疑
似 EDCs。属于疑似
EDCs 的，条件允许
时，可参照国际通
行技术指南技术方
法，进一步对化学
物质的 EDCs 属性进
行判别。

删除或进一步明确

目前国内化学品管理法规中没有针对 EDC 的明确定义，国际上也没有
广泛认可的 EDC 物质清单 ,EDC 本身是一种作用模式，也不是一种新
的危害终点。建议删除以待 EDC 进一步成熟后再进行管理或进一步明
确操作方法。

环境危害
表征

11

对于大气环境危害，
目前通过定性分析
化学物质是否具有
全球气候变暖、消
耗臭氧层、酸雨效
应等非生物效应进
行表征

是否能有建议的定性分
析方法？

新物质登记里数据并没有要求对大气危害进行识别的测试数据，建议
不要将大气环境危害表征纳入新物质申报要求中，根据 GB 30000.29-
2013 进行危害分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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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页码 原文内容 修改后内容 理由及依据

5.3.2.2 
无阈值效
应的表征

12 将 1/3 改成 0.25

参 见 REACH 指 南 Guidance on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and chemical 
safety assessment
Chapter R.8: Characterisation of dose [concentration]-response for human 
health
和 EPA 致癌物风险评估指南：Guidelines for Carcinogen Risk Assessment

5.3.1.2
沉积物危
害表征

15

根据不同化学物
质的特性，上述
公式（2）适用于
lgKow≥3 的化学物
质。

根据不同化学物质的
特性，上述公式（2）
适用于 lgKow≥3 的化学
物质。对于 lgKow<3 的
化学物质，沉积物的危
害主要来自孔隙水，可
通过水环境危害表征
PNEC 水进行转化。

对于 lgKow<3 的化学物质，其主要分布在水相，对于沉积相来说，即
分布在孔隙水中，因此其危害表征可通过 PNEC 水进行单位转化。

5.3.1.2
沉积物危
害表征

15

但是，对于 lgKow≥5
的化学物质，应将
公式（2）获得的结
果乘以修正因子 0.1
进行修正，以增加
估算结果的可靠性。

建议删除

荷兰国家公共卫生及环境研究院在一份报告第 18 页中指出“ Applying 
an additional factor of 10 would be an overestim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risk limits, while without this factor environmental risk limits derived by 
equilibrium partitioning and from direct terrestrial and benthic toxicity 
data are in good accordance with each other.” (https://www.rivm.nl/
bibliotheek/rapporten/607711007.pdf)
即，运用额外的修正因子 0.1 修正，会过高估计其环境风险，如果不
使用这个额外的修正因子，通过相平衡分配法所得的危害表征与使
用生态毒理学关键效应值的评估系数法所得的危害表征吻合。对于
lgKow 较高的化学物质，运用相平衡分配法加修正因子的考量主要考
虑到直接通过沉积物食物摄入的影响，但是这份报告以及其他的研究
都表明额外的通过食物摄入影响较小。因此，相平衡分配法也可以直
接运用到 lgKow≥5 的化学物质。其他参考文献：Redman AD, Parkerton 
TF, Leon Paumen M, McGrath JA, den Haan K, Di Toro DM. 2014. Extension 
and validation of the target lipid model for deriving predicted no-effect 
concentrations for soils and sediments. Environ Toxicol Chem 33(12):2679-
2687. Erratum in Environ Toxicol Chem. 2015 Apr;34(4):944.
Fuchsman, Phyllis C. "Modification of the equilibrium partitioning approach 
for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in sediment."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and 
Chemistr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2.7 (2003): 1532-1534.

沉积物危
害表征，
（2）评估
系数法

15

采用最敏感的半数
致死浓度（LC50）、
效应浓度（EC50 或
EC10）或无观察效
应浓度（NOEC）等，
mg·kg-1；

仅获得沉积物生物短
期毒性数据时，计算
PNEC 水的推荐评估系
数采用最敏感的半数致
死浓度（LC50）效应浓
度（EC50 ），获得沉
积物生物长期毒性数据
时，采用最敏感的无效
应浓度 NOEC 或 EC10

简单的采用最敏感的数值作为关键效应数据不合理。沉积物体系是化
学物质媳妇与底层颗粒物的沉降汇集，汇集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
长期毒理学数据更能表征沉积物中化学物质沉积对底栖生物的效应。
因此，当同时获得急性数据和长期数据时，应采用长期毒理数据作为
ecoTox 沉积，而不是选取急性和慢性数据的最敏感效应浓度。
EC10 应可作为长期毒性效应的描述符

5.3.1.3 
土壤环境
危害表征

18

根据不同化学物
质的特性，上述
公式（6）适用于
lgKow≥3 的化学物
质。

根据不同化学物质的
特性，上述公式（2）
适用于 lgKow≥3 的化学
物质。对于 lgKow<3 的
化学物质，土壤环境的
危害主要来自孔隙水，
可通过水环境危害表征
PNEC 水进行转化。

对于 lgKow<3 的化学物质，其主要分布在水相，对于土壤环境来说，
即分布在孔隙水中，因此其危害表征可通过 PNEC 水进行单位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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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页码 原文内容 修改后内容 理由及依据

5.3.1.3 
土壤环境
危害表征

18

但是，对于 lgKow≥5
的化学物质，应将
公式（6）获得的结
果乘以修正因子 0.1
进行修正，以增加
估算结果的可靠性。

建议删除

荷兰国家公共卫生及环境研究院在一份报告第 18 页中指出“ Applying 
an additional factor of 10 would be an overestim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risk limits, while without this factor environmental risk limits derived by 
equilibrium partitioning and from direct terrestrial and benthic toxicity 
data are in good accordance with each other.” (https://www.rivm.nl/
bibliotheek/rapporten/607711007.pdf)
即，运用额外的修正因子 0.1 修正，会过高估计其环境风险，如果不
使用这个额外的修正因子，通过相平衡分配法所得的危害表征与使
用生态毒理学关键效应值的评估系数法所得的危害表征吻合。对于
lgKow 较高的化学物质，运用相平衡分配法加修正因子的考量主要考
虑到直接通过土壤食物摄入的影响，但是这份报告以及其他的研究都
表明额外的通过食物摄入影响较小。因此，相平衡分配法也可以直接
运用到 lgKow≥5 的化学物质。其他参考文献：Redman AD, Parkerton 
TF, Leon Paumen M, McGrath JA, den Haan K, Di Toro DM. 2014. Extension 
and validation of the target lipid model for deriving predicted no-effect 
concentrations for soils and sediments. Environ Toxicol Chem 33(12):2679-
2687. Erratum in Environ Toxicol Chem. 2015 Apr;34(4):944.
Fuchsman, Phyllis C. "Modification of the equilibrium partitioning approach 
for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in sediment."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and 
Chemistr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2.7 (2003): 1532-1534.

5.3.1.5
捕食动物
危害表征

20

对于不具有快速生
物降解性或水解半
衰期大于 12 小时的
物质， 若 BCF>=500
或 logKow》=3， 则
建议正对对化学物
质潜在的食物链传
递，开展环境生物
的二次毒性危害评
估， 推 到 PNEC 捕
食动物

对于不具有快速生物降
解 性 或 水 解 半 衰 期 大
于 12 小时的物质， 若
BCF>=500 或 logKow》
=3， 涉及广泛使用有
大量暴露可能性且有摄
食风险的物质，建议正
对对化学物质潜在的食
物链传递，开展环境生
物 的 二 次 毒 性 危 害 评
估， 推到 PNEC 捕食动
物。新原料不需要进行。

新化学物质使用量限于局部，不涉及环境生物的二次毒性危害；
原限制条件“对于不具有快速生物降解性或水解半衰期大于 12 小时的
物质， 若 BCF>=500 或 logKow》=3，”过于宽，导致大量物质需要开展
二次毒性危害试验，企业负担过重。
欧盟 REACH 仅对 >1000 吨 / 年的物质要求类似试验，并没有规定具体
的限制条件。
参 照 REACH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and chemical safety assessment 
part B: hazard assessment, P40: if a substance has a bioaccumulation 
potential and a low degradability,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whether the 
substance also has a potential to cause toxic effects if accumulated in 
higher organisms. This assessment is based on classifications on the basis 
of mammalian toxicity data, i.e. the classification STOT (repeated exposure) 
category 1 or 2 (H372 “Causes damage to organs through prolonged 
or repeated exposure, H373 “May cause damages to organs through 
prolonged or repeated exposure”) toxic for reproduction category 1A, 1B or 
2 (H360F “May damage fertility”, H360D “May damage the unborn child”, 
H360f “Suspected of damaging fertility”, H361d “Suspected of damaging 
the unborn child”, H362 “May cause harm to breast-fed children”). If 
this is the case, a detailed assessment of secondary poisoning should be 
conducted.

5.3.2.2
无阈值效
应的表征

22

对于化学物质通过
无阈值作用模式毒
性效应的健康毒理
学重点（如致突变
性，遗传毒性致癌
性），推荐采用线
性外推法

对于化学物质通过无阈
值作用模式毒性效应的
健康毒理学重点（如致
突变性，遗传毒性致癌
性），推荐采用线性外
推法

致突变性没有定量表征，无法应用线性外推，得出单位危害强度系数

5.3.2.1
有阈值效
应的表征

22

存在以 LOAEL 代替
NOAEL、 以 亚 慢 性
数据外推到慢性数
据等情形时，应进
一步
增加不确定系数，
一般对每种不确定
情形赋予 2-10 之间
的不确定系数（每
种情形的默认系数
为 10）。

此外，存在以 LOAEL 代
替 NOAEL、 以 亚 慢 性
数据外推到慢性数据等
情形时，应进一步增加
不确定系数，一般对每
种不确定情形赋予 2-10 
之间的不确定系数（每
种 情 形 的 默 认 系 数 为
10）。

默认参数设定为 10 过于保守，建议给出按照国际权威机构建议或认
可的对于不同毒性终点的默认系数；参考欧盟 REACH，采用 LOAEL 作
为效应描述符时，评估系数 10 设为最大值，但不是默认值。
亚慢性外推慢性：2
亚急性推导慢性：6
亚急性推导亚慢性：3
参 见 REACH 指 南 Guidance on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and chemical 
safety assessment
Chapter R.8: Characterization of dose [concentration]-response for human 
health

有阈值效
应的表征

22

不确定系数体现了
评估过程中可能存
在的不确定性，须
根据综合分析所采
用的化学物质关键
效应数据情况并结
合专家判断进行确
定，不是固定不变
的

不确定系数体现了评估
过
程中可能存在的不确定
性，须根据综合分析所
采用的化学物质关键效
应数据情况以及毒代动
力学信息并结合专家判
断进行确定，不是固定
不变的

考虑毒代动力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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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ICM position paper on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Law of PRC>

Summary: 
Name: AICM position paper on <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Law of PRC >
Issuer: IPAC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sub-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mainly from: Totally 15 members, Agilent, Arkema, Ashland, BASF, Dow, Dupont, 
Evonik, HP, Lanxess, Merck, Nouryon, PPG, Rio Tinto, SABIC, Shell

Our activities:
IPAC circulated to all members for comments on Oct. 12, 2020
Collect comments by Oct. 22, 2020
The group tel-conference discussion under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sub-committee and sub-committee 
on Oct. 30,2020
Revised comments and Align on Oct. 31, 2020
Draft position and finalize position paper at sub-committee on Nov. 1, 2020

Trigger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MEM solicited public opinions on hazardous chemical safety law that is the highest law in chemical safety 
management. This law affects chemical companies in all areas related to safety management, including 
registration, classification, identification, storage, transportation, disposal, legal liability, etc. So IPAC 
organized to collect comments and discussed. We hope to provide industrial suggestions to government. 

Through members’ discussions and alignments, we raised 47 comments for this law. We would like to brief 
key points for you reference.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MEM, and communicate with policy m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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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尊敬的应急管理部政策法规司：

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司组成的
非盈利性行业协会，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业的代表，
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广“责任关怀”
理念；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积
极形象。

AICM 积极组织会员公司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征求意见稿）进行仔细研读，
经过多轮沟通和讨论后，现提出如附件建议，供参考。

AICM
2020 年 10 月 31 日

联系人：霍立彬 
电   话： 010-8518 1898   传  真：010-8518 1891

手   机： 15810581356，   Email: Libinhuo@aicm.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院凤凰置地 A 座 902 室，100021

AICM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
（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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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危险化学品安全法（征求意见稿）》意见反馈表

条款 原文 修改意见 理由或说明

第一章
总则

 

增加危险化学品贮存企业的定
义，建议为：危险化学品贮存企
业指利用危险化学品专用贮存设
施进行储存的，并需取得危险化
学品经营许可证或使用许可证的
单位（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除
外）。

危险化学品使用、经营单位也涉及危险化学品贮存，
若无明确定义，各章节内容容易混淆。例如，第四章
中关于危险化学品贮存企业的所有条款可被理解为全
部适用于带储存的经营、使用单位；第五章使用安全
指出了第四章中哪些贮存条款适用于使用单位，但第
六章经营安全中没有写明哪些贮存条款适用于带储存
的经营单位，理解和执行起来有难度。

第二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贮存 、使用、经
营、运输和废弃处置的安全管理，
适用本法。

我们的理解是，“贮存”通常是指
比较长期的储存，“储存”包括为
了使用而临时存放。如果是为了
突出这一区别，建议将“贮存”的
定义明确。

1. 贮的本义有积存、收藏之意；储的本义有积蓄备用
之意。对于危废可使用贮存，因为只是收集至最后的
处理，而对于危险化学品，建议使用储存，因为只是
暂时存放等待使用或销售。
2. 现行标准《物流术语》（GB/T 18354-2006）中将“储
存”定义为：保护、管理、贮藏物品。《物流术语》没
有收录“贮存”。
3. 使用储存以便于和其他法规的规定保持一致，如：《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正在征求意见的《危
险化学品储存通则》。

第三条

“危险化学品目录以及危险化学品
确定原则，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
会同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公安、
生态环境、卫生健康、市场监管、
交通运输、农业农村、海关主管部
门，根据化学品危险特性的鉴定、
分类标准和国家安全管理的实际需
要确定、公布，并适时调整。”

建议修改为：危险化学品目录列
明项以及危险化学品确定原则，
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
院工业和信息化、公安、生态环
境、卫生健康、市场监管、交通
运输、农业农村、海关主管部门，
根据化学品危险特性的鉴定、分
类标准和国家安全管理的实际需
要确定、公布，并适时调整。

目录包含两部分：列明项和确定原则。原文所指的目
录仅包含列明项，未包含确定原则，描述不准确。
目录内化学品和符合确定原则的化学品两个范围差别
非常大 – 符合确定原则的化学品的种类是非常多的，
从立法精神上来，“国家对危险化学品实施目录管理”，
然而在后面法律行文来看，并没有将这两大类有个明
确的区分，会对以后法规的执行造成困扰，使法规的
适用范围扩大，给行业企业带来负担的同时，也不利
于控制风险。

第四条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实行全员安全
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风险管控与
隐患排查治理，开展安全生产标准
化等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对从业人
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提高
本质安全水平，其主要负责人对本
单位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全
面负责。

建议修改为：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实行全员安
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风险管
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开展安全生
产标准化等建设安全管理体系建
设，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其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危险化
学品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

企业的成员组成和业务范围多元化，尤其是无仓储的
经营企业，并不是所有的人员都会涉及危险化学品的
操作或处置，不适宜全员责任制。
原因如下：
（1）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的目的是为了建设安全管理
体系，而安全管理体系还可以通过其他形式建立，如
可以根据《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45001-2020）建立安全管理体系。
（2）不带仓储的需要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贸
易公司，因无仓储设施，风险较小，而且人员配置较少，
因此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不大。
（3）危险化学品单位包括仅使用少量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使用少量危险化学品风险相对较低，未必一定需
要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强行在这些企业推广还可能
带来工作负担。
在该法的本版草稿中使用了“加强安全风险管控与隐患
排查治理，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等安全管理体系建设”，
这个“等”字加得非常好，和之前要求“加强过程安全管
理和安全生产标准化”相比较，给企业进行管理体系融
合的发展空间。对于很多已经建立起管理体系的企业，
强制要求单独的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造成了很大
程度的两层皮管理和形式化文件化管理工作。ISO 体系，
责任关怀体系、安全风险管控隐患排查体系等都可在
在 PDCA 这个管理框架下进行合理融合。这样的规定写
入法里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希望政府在进行法律宣贯
时能够对该条款进行更进一步的解读，纠正安全管理
中“两层皮”甚至是多层皮的体系建立管理要求，减轻企
业负担。



2020 IPAC Report

Position Papers    |  建议函汇总

 142

条款 原文 修改意见 理由或说明

第六条
　（五）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
道路运输、水路运输的许可或者备
案，以及运输工具（包括对危险化
学品运输车辆清洗等作业）、装卸
作业的安全管理

建议修改为：“五）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
输、水路运输的许可或者备案，
以及运输工具在运输环节装卸、
清洗等作业的安全监督管理。”

明确是运输工具在运输环节的装卸和清洗等作业安全。
不包括作业场所的人员安全要求。

第六条
 （一）

（一）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组织确定、
公布、调整危险化学品目录，依法
对新建、改建、扩建生产、贮存危
险化学品（包括使用长输管道输送
危险化学品，下同）建设项目进行
安全审查（审查内容包括安全条件
和安全设施设计），

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组织确定、公
布、调整危险化学品目录以及危
险化学品确定原则，依法对新建、
改建、扩建生产、贮存危险化学
品（包括使用长输管道输送危险
化学品，下同）建设项目进行安
全审查（审查内容包括安全条件
和安全设施设计），核发危险化
学品安全生产（含安全使用和安
全经营）许可证或者实施备案管
理，负责危险化学品登记工作，
组织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置；

与第三条保持一致

第六条
 （二）

（二）公安机关负责危险化学品的
公共安全管理和可用于制造爆炸物
品的危险化学品（以下简称易制爆
危险化学品）、剧毒化学品的流向
监管，核发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
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并负
责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对危险化学品道路交通
事故现场实施外围交通管控；

公安机关负责危险化学品的公共
安全管理和可用于制造爆炸物品
的危险化学品（以下简称易制爆
危险化学品）、剧毒化学品的流
向监管，核发剧毒化学品购买许
可证、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
证，并负责危险剧毒化学品运输
车辆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对危
险剧毒化学品道路交通事故现场
实施外围交通管控；

交通部负责对危险货物的运输管理。如需增加公安机
关对运输的职责，建议仅针对剧毒化学品。

第七条  

进入危险化学品作业场所实施现场
检查，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
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必要时，
可以对危险化学品实施抽样检测；

建议修改为
进入危险化学品作业场所实施现
场检查，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
情况，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
必要时，在满足安全条件和不影
响危险化学品企业正常运作的前
提，可以对危险化学品实施抽样
检测；

抽样检测应在满足安全生产和不影响企业正常运作的
情况。

例如，企业运输危险化学品途中如果要求企业开桶检
查，会影响企业的二次销售，并且也会造成途中泄漏
等安全风险。

第七条

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职
责的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在
必要的情况下，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

避免以各种目的，在无必要的情况下对企业进行检查，
给企业造成不必要的负担。

第七条
（三）

（三）对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规定或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要求的设施、设备、装置、器材、
运输工具，责令立即停止使用；

建议修改为：对不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规章规定或者强制性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要求的设施、
设备、装置、器材、运输工具，
责令立即停止使用；

推荐性国标不适用此条规定

第十条  

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会同国务
院有关部门建立危险化学品信息管
理系统，对危险化学品实行电子标
识和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管理。

建议修改成：国务院工业和信息
化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建
立危险化学品信息管理系统，逐
步推进和鼓励对危险化学品实行
电子标识和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管
理。

危险化学品的电子标识尚未成熟，且存在很多技术、
管理上的困难，还涉及到商业机密等，如果一步变成
强制要求，无论是给政府还是企业都会带来很多困难。

第十四条

“国家对研究开发、试产试销、低量、
低释放和低暴露、聚合物等危险化
学品免予登记。具体办法由国务院
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工业和信
息化、公安、生态环境、卫生健康、
农业农村等部门确定公布，并适时
调整。”

支持在化学品登记制度中引入豁
免机制。建议尽早公布豁免名录，
并给出确定的豁免量级。

豁免的几种途径都未明确名单和量级，今早公布一方
面节省企业和政府老师工作量，另一方面有利于加强
政府监管及企业自查。

第十五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口企业应
当向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负责危险
化学品登记的机构（以下简称危险
化学品登记机构）办理危险化学品
登记。

危险化学品登记机构。。。并应
当向社会公开已经登记的危险化
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相关信息和
应急咨询电话。

危险化学品登记工作目的是为危险化学品事故预防和
应急救援提供技术、信息支持，向社会公众获取此信
息的必要性和信息的准确性问题需要进行考虑，是否
能真正减少事故预防和应急救援。



AICM

 2020 产业政策促进报告

建
议
函
汇
总

 143

条款 原文 修改意见 理由或说明

第十五条

“危险化学品登记包括下列内容：
（一）分类和标签信息；
（二）物理、化学性质；
（三）主要用途；
（四）危险特性；
（五）贮存、使用、运输、废弃处
置的安全要求；
（六）出现危险情况的应急处置措
施；”

建议删除
该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不需
要明确提出登记内容这样细节的问题。危险化学品登
记所需要的具体信息，可在部门规章中加以规定。

第十六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口企业应
当对其生产、进口的尚未明确危险
特性的危险化学品进行鉴定。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口企业
应当对其生产、进口的尚未明确
危险特性无法提供明确危险特性
信息的化学品进行鉴定。

对于什么是“尚未明确危险特性”的化学品，实践中缺少
具体清晰的定义，并导致争议。既然本法已经明确了“强
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第四条第一款），
那么提供危险化学品危险特性信息理当成为生产、进
口企业的责任，对于已经在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中
提供的危险特性信息，企业也应当对其真实性和有效
性负责。主管部门对于这些信息的真实有效性可以进
行检查，并对提供虚假信息的企业依法进行处罚。但
目前实践中，有些地方和政府部门对于已经提供危险
特性信息的危化品生产和进口企业，仍然要求其在政
府指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鉴定，而不认可企
业自主提供的危害信息，加重了企业的负担，而且并
不能产生额外的社会效益或者安全提升。企业应该是
最了解其生产进口化学品的危险特性的，并且出具危
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即表明该化学品已经明确
危险特性。了解和沟通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信息是
雇主的责任。早在《作业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公约》
中就已经指出。如果企业提供虚假信息，法律也规定
了相应的处罚。

第二章
登记鉴定
第十七条

危险化学品登记机构应当建立危险
化学品登记信息数据库，纳入危险
化学品管理信息系统，向公安、工
业和信息化、自然资源、生态环境、
卫生健康、交通运输、农业农村、
自然资源、海关、市场监管等部门
开放危险化学品登记信息数据库查
询功能，并向社会公开已经登记的
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相关信
息和应急咨询电话。

建议修改为：
危险化学品登记机构应当建立危
险化学品登记信息数据库，纳入
危险化学品管理信息系统，向公
安、工业和信息化、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卫生健康、交通运输、
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海关、市
场监管等部门开放危险化学品登
记信息数据库查询功能，并向社
会公开已经登记的危险化学品危
害信息和防范措施。

公众对登记的危害信息有知情权，但是化学品安全技
术说明书和应急咨询电话属于专业资料和信息，作为
技术支持和应急使用，不在公众的使用范围内。

第二章
登记鉴定
第十八条

第十八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进口企业应当提供与其生产、进口
的危险化学品相符的中文化学品安
全技术说明书，并在危险化学品包
装（包括外包装件）上粘贴或者拴
挂与包装内危险化学品相符的化学
品安全标签。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
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所载明的内容
应当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口企业发
现其生产或者进口的危险化学品有
新的危险特性的，应当立即公告，
及时修订其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和化学品安全标签。

建议修改为：
第十八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进口企业应当提供与其生产、进
口的危险化学品相符的中文化学
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并按照国家
标准要求在危险化学品包装上粘
贴或者拴挂与包装内危险化学品
相符的中文化学品安全标签。对
生产仅供出口的危险化学品，产
品包装上可以加贴目的国的安全
标签，其生产场所可采用替代安
全标签的方式进行危害沟通。化
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化学品安
全标签所载明的内容应当符合国
家标准的要求。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口企业
发现其生产或者进口的危险化学
品有新的危险特性的，应当通知
下游用户或相关方，及时修订其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化学品
安全标签。

化学品安全标签上对张贴标签的位置有明确的规定，
分为单一包装，组合包装等不同类型，建议此处只列
明包装上，具体参考标签标准。对于运输包装，属于
危险货物的，有危险货物的专门要求。
我国是危险化学品生产的世界工厂，大量危险化学品
是仅供出口的，目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 GHS 分类标准
存在不同，同一产品 GHS 分类结果会不同，两种不同
GHS 标签会给国外客户造成困扰。替代的方式可以满
足危害信息沟通的目的，在出口产品上加贴中文标签
会给企业增加成本之外，会给生产工序增加难度，建
议减轻企业负担，提高生产效率。

有新增危险，企业会根据变化的流程进行管理，并进
行危害信息变化沟通，及时更新 SDS 和标签。内部通
过会议，邮件，文件进行沟通，但外部客户仓储通常
不会查看企业的网站，效率不高，但企业通过 SDS 和
标签的传递就可以完成危害沟通。

第三十三
条

建议修改为：不涉及爆炸类危险
化学工工艺且不涉及危险化学品
生产的企业不需要取得安全生产
许可证。

根据原文的意思，如果危险程度较高、工艺路线复杂
的化工企业即使不涉及危险化学品生产也要取得生产
许可证，这与上文“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和设计爆炸类
危险化工工艺的化工企业”应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
许可证不一致，会导致地方监管部门的解读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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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原文 修改意见 理由或说明

第三十五
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贮存企业主要负
责人、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应当具
有化工相关类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
和 3 年以上实践经验，专职安全管
理人员应当具有中级及以上化工相
关类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化工安全类
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新招一线岗
位从业人员应当具有化工职业教育
背景或者普通高中及以上学历并接
受危险化学品安全培训，经考核合
格后方能上岗 。

建议改为“危险化学品生产、贮
存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分管安全生
产负责人应当具备理工类大专及
以上学历和 3 年以上与本企业危
险化学品生产、贮存活动相适应
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和实
践经验。”

虽然专业与安全生产意识和安全生产知识体系未必有
很强的因果联系 , 但理工类专业教育背景的人员比文史
类专业教育背景的人员能更好地掌握化工知识和安全
风险的能力。同时，建立安全生产的意识和知识体系
也可以通过工作、在职培训等方式建立。因此，将专
业限定于“理工类专业教育背景”会更合理些。
总体上来说，我们建议对于危化品生产和贮存企业的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负责人，更应强调其相关行业
和安全管理经验，淡化其教育背景中的专业，以鼓励
更多不同教育背景的大专学历以上的毕业生投身于化
工行业，提高行业从业人员的总体素质。

第三十七
条 

危险化学品的包装、容器应当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以及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并经
检验合格；未经检验或者经检验不
合格的，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
生产企业不得销售。

建议修改为：属于危险货物的危
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的材质以
及危险化学品包装的型式、规格、
方法和单件质量（重量），应当
与所包装的危险化学品的性质和
用途相适应。

对危险货物有具体的包装级别、标准等要求，但对是
危险化学品而不是危险货物的这类化学品，在包装上
如何管理需要探讨，所以建议增加运输管理部门会制
定相应的规定。

第四十三
条

生产、贮存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
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设置治安保
卫机构，配备专职治安保卫人员。

…… 生产、贮存剧毒化学品、易
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设
置治安保卫机构，配备专职治安
保卫人员。对于贮存、使用样品
量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或
者科研机构，配备专职或兼职的
安保卫人员。

对于研发机构或实验室，贮存数量极少，没有必要配
备专职治安保卫人员。使用技防即可，没必要设置人
防要求。

第四十四
条 

危险化学品应当贮存在专用仓库、
专用场地或者专用贮存室（以下统
称专用贮存场所）内，并由专人负
责管理；剧毒化学品应当在专用贮
存场所内单独存放，实行双人收发、
双人保管制度，收发记录应当保存
3 年。

列明在危险化学品目录内的危险
化学品应当贮存在专用仓库、专
用场地或者专用贮存室（以下统
称专用贮存场所）内，并由专人
负责管理；

目前国家标准以及国家有关规定并未对“专用贮存场所”
有明确的定义或解释说明，各地的认知和执行情况也
不统一，有些地方要求进甲乙丙等高等级仓库，但该
类仓库资源有限、审批困难、成本也较高。建议进一
步明确相关范围。建议明确此处危险化学品的定义以
及对应的专用仓库的定义和资质要求

第五章 
使用安全

增加：应急管理部门负责依法对
经营和使用危险化学品核发危险
化学品安全生产（含安全使用和
安全经营）许可证或实施备案管
理

前文提到针对涉及生产的危险化学品的生产许可可以
实施备案管理，因三证合一，未保持全文一致性，建
议将备案管理扩大到经营和使用。

第五十二
条 

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将其作
业场所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安全技术
说明书和安全标签提供给从业人
员，将安全标签贴在危险化学品容
器上，并告知从业人员正确使用的
方法和在紧急情况下应当采取的措
施。

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将其
作业场所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危害
信息和必要的个人防护设备提供
给从业人员，将安全标签贴在危
险化学品容器上或将危害信息放
置在作业场所醒目的位置，并告
知从业人员正确使用的方法和在
紧急情况下应当采取的措施。

1. 安全技术说明书包含了安全标签所有的信息，没有
必要再提供安全标签；
2. 容器上的安全标签很多是供货商已经粘贴的，除非
是更换容器或者脱落等，所以建议使用单位确保有正
确的标签即可。
3. 作业人员明确知道使用化学品对应的危害，并且使
用必要的防护设备，安全标签有的适合在包装上，有
的不适合例如管道，间接式反应釜，有必要使用可替
代的方式将危害信息在工作场所列明清楚。

第五十四
条
第二款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在销售
危险化学品时，应当向购买单位或
者个人提供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化学品安全
技术说明书。

建议修改为：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在销
售危险化学品时，应当向购买单
位或者个人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目前国家有专门的国家标准规定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
书的规定。

第五十九
条  

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
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
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
第四十六条关于生产、贮存危险化
学品的单位的规定，适用于使用危
险化学品的单位；第二十九条、第
三十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
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关于生产、
贮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的规定，适
用于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企
业。

将“适用于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
生产的企业”改为“适用于使用危
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需要取得危
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经营）
的企业”

本征求意见稿第五十九条规定第三十五条适用于使用
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企业。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
产的企业范围较大，对该类仓库的负责人、安全管理
人员、一线岗位人员的教育背景要求过于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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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原文 修改意见 理由或说明

第六十条  

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包括仓储
经营，下同）实行许可制度。未经
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
险化学品。
依法设立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在
其厂区范围内销售本企业生产的危
险化学品，不需要取得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的
规定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的港口经
营人，在港区内从事危险化学品仓
储经营，不需要取得危险化学品经
营许可。

建议增加一款，作为本条的第四
款：
无贮存设施、不从事实物经营的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票面经营
企业）不需要取得危险化学品安
全生产许可证（经营）。经营（包
括仓储经营）低量、低释放和低
暴露的危险化学品不需要取得危
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经营）许可
证，由县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
门实施备案管理。

对于仅从事危险化学品票面经营的企业，由于其不带
有贮存设施，危险性相对较低，可以不对其纳入行政
许可管理。对于仅经营少量低风险危险化学品的企业，
也可采取备案管理的措施。
同时，对于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许可，在本法的
第三十六条和第四十九条都分别对危险化学品安全生
产和使用给予了一定的豁免，建议在六十条对于危险
化学品的经营能给予相应程度的豁免。
（第三十六条  生产危险化学品的企业进行正式生产
前，应当依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的规定，取得
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生产）。
危险程度较低、工艺路线简单且不涉及化学反应的危
险化学品生产企业不需要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
可证，由县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实施备案管理，
但构成重大危险源的除外，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应急管
理部门制定。
第四十九条  使用规定种类的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并且
使用量达到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属于危险化学品生
产企业的除外，下同），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取得危
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使用）。
前款规定的危险化学品种类及其使用量的数量标准，
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农业农
村主管部门确定并公布。）

第六十一
条

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企业应当具
备下列条件：
（二）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具备与本企业危险化学品
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
管理能力，经应急管理部门考核合
格，取得相应安全资格证书；特种
作业人员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
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其他从业
人员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并经考核合
格；
（四）有专职或者兼职安全管理人
员，且安全管理人员具有注册安全
工程师资格；

建议修改为“需要取得危险化学
品安全生产许可证（经营）的企
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二）企业主要负责人和专职安
全管理人员具备与本企业危险化
学品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
知识和管理能力，经应急管理部
门考核合格；特种作业人员经专
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
业操作证书；其他从业人员经过
专业技术培训并经考核合格；

建议明确此条款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企业为带仓储 / 贮存
的经营企业，以便与第六十条建议的票面经营企业以
及仅需要进行备案的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不带仓储 /
贮存）进行区分。

第六十二
条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
和县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应当
将其颁发危险化学品经营安全生产
许可证（经营）的情况及时向社会
公示。

建议修改为“安全生产许可证（经
营）”

书写错误

第六十四
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未经依法许
可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活动
的企业采购危险化学品，不得经营
没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或者化
学品安全标签的危险化学品，不得
擅自更改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或
者安全标签。

建议修改为：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未经依法
许可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
活动的企业采购危险化学品，不
得经营没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
书或者化学品安全标签的危险化
学品，不得擅自更改化学品安全
技术说明书或者安全标签的危害
和预防措施等技术信息。

企业根据商业模式和保密需要，需要生成替代方式的
说明书和安全标签，可保证危害信息和预防措施不能
发生变化。

第七章
运输安全

通用条款：
危险化学品在运输时，分为危险
货物和普通货物，因此在运输时，
使用危险货物或普通货物进行描
述，而不是直接使用危险化学品
把本章节出现的“危险化学品”都
改为“属于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品”

危险化学品和危险货物的定义和范围不完全相同，不
是所有的危险化学品都属于危险货物，不应该混为一
谈，造成运输上的执行混乱。避免管理上和理解上的
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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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原文 修改意见 理由或说明

第七十一
条

第七十一条  通过道路、水路、铁
路和民用航空运输属于危险货物的
危险化学品，应当遵守有关危险货
物运输、储存、装卸的法律、行政
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
定；不属于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品，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交通
运输规则制定豁免量及豁免条件进
行运输。

建议修改为：
第七十一条  通过道路、水路、
铁路和民用航空运输属于危险货
物的危险化学品，应当遵守有关
危险货物运输、储存、装卸的法
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
业标准的规定；不属于危险货物
的危险化学品，按照普通货物进
行运输。依据国务院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交通运输规则，符合豁免
量及豁免条件的危险化学品，则
按照相关交通运输规则进行运
输。

不属于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品，在运输时，属于普通
货物，就不受危险货物的管理，也就不属于豁免量和
豁免条件的范畴了。
而豁免数量和豁免条件是针对属于危险货物，但是满
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例如有限数量或例外数量，以及特
殊规定等危险货物。

第七十七
条  

通过道路运输危险化学品的，承运
人应当配备押运人员，并保证所运
输的危险化学品处于押运人员的监
控之下。押运人员应当随车携带所
运输危险化学品的安全技术说明书
和安全标签。押运人员应当随车携
带所运输危险化学品的安全技术说
明书和安全标签 。
运输危险化学品途中因住宿或者发
生影响正常运输的情况，需要较长
时间停车的，驾驶人员、押运人员
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运
输危险化学品的驾驶员日间连续驾
驶时间不得超过 3 小时，夜间连续
驾 驶 时 间 不 得 超 过 2 小 时。 运 输
剧毒化学品或者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的，还应当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1）建议删除随车携带所运危险
化学品的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
标签的要求。修改为“通过道路
运输危险化学品的，承运人应当
依法配备押运人员，并保证所运
输的危险化学品处于押运人员的
监控之下。押运人员应当随车携
带所运输危险货物的道路运输安
全卡，严格遵守道路交。”

2）建议修改为“运输危险化学品
途中因住宿或者发生影响正常运
输的情况，需要较长时间停车的，
驾驶人员、押运人员应当采取相
应的安全防范措施。运输危险化
学品的驾驶员日间连续驾驶时间
不得超过 4 小时，夜间连续驾驶
时间不得超过 2 小时。”。

1）安全技术说明书已经提供给承运人但未要求随车携
带，所有信息都已经被包含在安全技术说明书中。另外，
以后可能取消押运员，危险货物的道路运输安全卡需
随车携带，而不是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

2）按《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日间连续驾
驶不超过 4 小时，夜间连续驾驶不超过 2 小时

第八十五
条

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应当由
依法取得危险货物水路运输许可的
水路运输企业承运，其他单位和个
人不得承运。托运人应当委托依法
取得危险货物水路运输许可的水路
运输企业承运，不得委托其他单位
和个人承运。

建议修改为：
通过内河运输属于危险货物的危
险化学品，应当由依法取得危险
货物水路运输许可的水路运输企
业承运，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承
运。托运人应当委托依法取得危
险货物水路运输许可的水路运输
企业承运，不得委托其他单位和
个人承运。

内河运输属于运输范畴，避免不属于申领许可的危险
化学品要求申领许可证。

第七章
运输安全
第九十二
条

托运危险化学品的，托运人应当向
承运人说明所托运的危险化学品的
种类、数量、危险特性以及发生危
险情况的应急处置措施，提供化学
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并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对所托运的危险化学品妥善
包装，在危险化学品包装（包括外
包装件）上粘贴或者拴挂与包装内
危险化学品相符的化学品安全标
签。

建议修改为：
托运属于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品
的，托运人在托运危险化学品时，
应当向承运人提交电子或者纸质
形式的危险货物托运清单，托运
清单应符合国家法规的要求。
运输危险化学品需要添加抑制剂
或者稳定剂的，托运人应当添加，
并将有关情况告知承运人。

六部委联合发布的《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
中对托运人向承运人提供的信息有明确的规定，建议
与行业要求保持一致，安全标签和传递 SDS 已经在第
十八条规定中已经明确规定。不需要重复规定。

澄清 ISO tank 或槽车是否属于包装。

第九十三
条

托运人和承运人不得在托运或者承
运的普通货物中夹带危险化学品，
不得将危险化学品匿报或者谎报为
普通货物托运或者承运。
交寄、收寄危险化学品的，应当遵
守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的规定。

建议修改为：
托运人和承运人不得在托运或者
承运的普通货物中夹带属于危险
货物的危险化学品，不得将该危
险化学品匿报或者谎报为普通货
物托运或者承运。
交寄、收寄危险化学品的，应当
遵守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的规
定。

危险化学品不属于危险货物的可以按照普通货物运输，
需要界定清楚，避免引起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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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原文 修改意见 理由或说明

第九十五
条

废弃危险化学品管理计划和废弃危
险化学品管理台账

建议改为“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危
险废物管理台账”。

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等有关法规和法释，废弃
危险化学品被直接归类为危险废物，若新增“废弃危险
化学品管理计划”和“废弃危险化学品管理台账”这类名词，
在执行时可能被理解为额外的台帐要求，建议统称为“危
险废物管理计划”和“危险废物管理台账”，避免混淆。

第一百零
四条

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事故单位主
要负责人应当立即按照本单位危险
化学品应急预案组织救援，并向当
地应急管理部门和生态环境、公安、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报告，及时通知
可能受影响的单位和人员；

建议明确定义哪些危险化学品事
故需要汇报有关部门能，另外
建议把应急管理部门作为窗口部
门，事发单位对窗口部门进行汇
报。

危险化学品企业内可能会发生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
各种危险化学品事故，小到少量泄漏，大到火灾爆炸，
所以的事故都要汇报显然不切实际。另外如果发生事
故后要向多个部门汇报显然会分散事发单位的时间和
精力，把一个部门定义为汇报窗口，事发单位单一对
口汇报，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事故抢险中。

第一百
一十三条

（二）危险化学品生产、贮存、使用、
经营企业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
产教育培训，或者有关从业人员不
具备本法规定的任职条件或者资格
的；
（五）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未提供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或者未在
包装（包括外包装件）上粘贴、拴
挂化学品安全标签的；
（六）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提供的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与其生产的
危险化学品不相符，或者在包装（包
括外包装件）粘贴、拴挂的化学品
安全标签与包装内危险化学品不相
符，或者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化学品安全标签所载明的内容不符
合国家标准要求的；
（七）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发现其
生产的危险化学品有新的危险特性
不立即公告，或者不及时修订其化
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化学品安全
标签的；
（八）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经营没
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化学品
安全标签的危险化学品，或者擅自
更改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或安全
标签，或者安全技术说明和化学品
安全标签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十三）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
将其作业场所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安
全技术说明书提供给从业人员，未
告知从业人员正确使用或者紧急情
况应当采取的措施的；
（十七）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
口企业不办理危险化学品登记，或
者发现其生产、进口的危险化学品
有新的危险特性不办理危险化学品
登记内容变更手续的，或者构成重
大危险源的经营带贮存、使用取证
企业不办理危险化学品登记的；
（十八）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
口企业对其生产、进口的尚未明确
危险特性的化学品不进行鉴定，或
者经鉴定属于危险化学品，不依照
本法进行管理，或者不及时书面报
告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的。

建议修改为：
（二）危险化学品生产、贮存、
使用、经营企业未对从业人员进
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或者有关
从业人员不具备本法规定的任职
条件或者资格的；
（五）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未提
供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或者
未在包装上粘贴、拴挂化学品安
全标签的；
（六）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提供
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与其
生产的危险化学品不相符，或者
在包装上粘贴、拴挂的化学品安
全标签与包装内危险化学品不相
符，或者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化学品安全标签所载明的内容不
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
（七）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发现
其生产的危险化学品有新的危险
特性不及时修订其化学品安全技
术说明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的；
（八）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经营
没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化
学品安全标签的危险化学品，或
者擅自更改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
书或安全标签的危害信息和预防
措施等技术信息的，或者安全技
术说明和化学品安全标签与实际
情况不符的；
（十三）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
未将其作业场所使用危险化学品
的危害信息和防范措施等信息告
知从业人员或，未告知从业人员
正确使用或者紧急情况应当采取
的措施的；
（十七）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进口企业不办理危险化学品登
记，或者发现其生产、进口的危
险化学品有新的危险特性不办理
危险化学品登记内容变更手续
的；
（十八）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进口企业对其生产、进口的尚未
明确危险特性的化学品不进行鉴
定，或者经鉴定属于危险化学品，
不依照本法进行管理的；

与前面意见保持一致。
第十七款规定中，危险化学品只有生产和进口需要登
记，经营和使用不需要登记。
第十八款规定中前面正文未要求企业经鉴定将新危险
特性报告给应急管理部门，列明是鉴定机构的责任。

第一百
十一五条

（四）未将危险化学品贮存在专用
仓库内，或者未将剧毒化学品以及
贮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
险化学品在专用仓库内单独存放
的；

建议描述与第四十四条保持一致
“专用贮存场所”。

第四十四条 危险化学品应当贮存在专用仓库、专用场
地或者专用贮存室（以下统称专用贮存场所）内，并
由专人负责管理；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
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应当在专用仓库内单独存
放，并实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收发记录应当
保存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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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原文 修改意见 理由或说明

第
一百二十
条

未依法取得危险货物道路、水路、
铁路、航空运输许可或者备案，从
事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水路运输、
铁路运输、航空运输的，分别依照
有关道路运输、水路运输的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

建议修改为：
未依法取得危险货物道路、水路、
铁路、航空运输许可或者备案，
从事属于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品
道路运输、水路运输、铁路运输、
航空运输的，分别依照有关道路
运输、水路运输的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处罚。

与前面意见保持一致。

第一百
二十二条

（六）托运人不向承运人说明所托
运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数量、危
险特性以及发生危险情况的应急处
置措施，或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对所托运的危险化学品妥善包装并
在外包装上设置相应标志的；

建议修改为：
（六）托运人不向承运人提供符
合法规要求托运清单的，或者未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所托运的危
险化学品妥善包装并在外包装上
设置相应运输标志的；

危险货物运输时有特定的运输标志。

第一百
二十三条

（四）在托运的普通货物中夹带危
险化学品，或者将危险化学品谎报
或者匿报为普通货物托运的。

建议修改为：
（四）在托运的普通货物中夹带
属于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品，或
者将该危险化学品谎报或者匿报
为普通货物托运的。

与前面意见保持一致。

第一百
二十五条

第一百二十五条
（二）通过道路运输危险化学品，
不配备押运人员的；

第一百二十五条
（二）通过道路运输属于危险货
物的危险化学品，不配备押运人
员的；

第一百
三十四条

民用爆炸物品、烟花爆竹、城镇燃
气、放射性物品、核能物质、军工
火炸药以及属于国家药品标准物质
的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不适用
本法。

建议：在不适用范围内增加医疗
器械

医疗器械中也存在危险化学品，但 NMPA 对其安全包
括仓储都有相关法律法规管理，故建议将医疗器械列
入不适用范围呢

第一百
三十五条

新化学品物质环境管理登记，依照
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的规定执行。危险化学品鉴定、
分类、登记和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
登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

建议删除“新化学品物质环境管
理登记，依照有关环境保护的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
建议修改为：危险化学品鉴定、
分类、登记按照国家规定收取费
用。

并不是所的有新化学物质都是危险化学品，所以建议
删除。
《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和《新化学物质环境管
理办法》都未对登记进行收费。

General 
建议

法规内容要求多，相应的配套文
件也需要完成或完善，同时企业
需要一定合规准备时间，希望能
有 6-12 个月的法规实施缓冲期。

总体
将所有涉及运输安全的危险化学
品修改成“危险货物”，或者分类
为“属于危险货物的危险化学品”

危险化学品和危险货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运输角度
应该只涉及危险货物。建议在本法中厘清，以避免增
加误解本已混淆的两个概念。
虽然危险化学品和危险货物确定原则有共通性，但也
有区别性。比如  ：硼酸列明于危险化学品名录（2015 版）
中，但硼酸并未列入 JT/T617-2018 第三部分 品名及运
输要求索引中，运输硼酸按照危险化学品相关法规需
要有资质的运输企业进行运输，按照 道路运输法律行
政法规，硼酸不属于危险货物，普通车辆即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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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AICM position paper on Specif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and 
Filing of Cosmetic

Summary: 
Name: AICM Position Paper on Specif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and Filing of Cosmetic
Issuer: Industry Policy Advocacy Committee
Contributing members mainly from: altogether 12 members: Airliquide, BASF, Clariant, Covestro，Croda, 
Dow, DSM, Evonik, Lubrizol, Shell, Solvay, Symrise 

Our activities: 
Circulate the notice and call for comment to all members November 1, 2020
The first group meeting on November 26, 2020 upon comments collected
Develop position based on group discussions on September 11-14,2020
Review of draft position November 27,2020
Finalize position paper at sub-committee, November 2-29, 2020

Trigger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In this draft, The registrant, the filing person or the responsible person 
in China shall fill in the information of the manufacturers of ingredient used in the product and upload 
the ingredient quality and safety information document from by ingredient manufacturer. So, ingredient 
company has a responsibility to fill and upload forms listed by NMPA in the draft. our concern is that the 
comments required in the form is too much, exceeding what is enough to meet regulatory purpose for 
safety. Therefore, it is decided to have AICM position in that respect.

Comment Summary: 
Overall, we make clear that ingredient company has difficulty in filling all these contents required in the 
forms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44．Some information is confidential which should not be submitted.
45．Currently, company is short of staffs in charge of collecting and filling the information as this was new 
change brought about by regulation change where company need time to fit in.
46．For some company that have many ingredient products, it will cost huge amount of time and 
workloads in collecting and filling the information.

Meanwhile, we also put forward our solution that such requirement could be implemented by different 
stages:
Stage 1: allow company to submit existing spec document
Stage 2: gradually shift to the new requirement and build China's ingredient information database，and 
provide grace period as well.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NMPA, initiate technical discussion if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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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化妆品监管司：

AICM（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有限公司）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
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代表，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
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
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积极形象。

对于近期发布的《化妆品注册与备案资料规范》（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范》”），
AICM 和会员公司高度重视附件 14《原料质量安全相关信息》的内容，我们充分理解贵司加强原料
质量安全管理的目标和举措，但是该附件 14 内容之繁多，加重了原料企业的负担，并且超出了满足
监管目标所需要的资料内容。经研读和讨论表格内容，目前原料企业在完成表格填报还存在很多困难，
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原料企业提供给化妆品企业的现有信息还远远不够完成该表格的内容，原料企业仍需要花费
大量时间和人力收集和输入其余信息；

2．目前距《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实施仅有一个月时间，原料企业需要一定的期限进行内外部
沟通、流程改进，以期按照该表格内容要求完成信息的准备，落实监管要求；

3．这一进程可能会进一步延长，尤其是不同的原料企业，涉及到数以千计的原料品种和规格，
信息收集工作量巨大，且目前并没有专职人员来承担这部分工作。

4．表格内要求的一些信息涉及企业机密，无法完成收集。

 我们认为加强化妆品原料质量安全监管是必要的，但是考虑到政策衔接和过渡、以及原料企业
需要内部能力建设来适应新的监管要求，我们建议附件 14 的填报可以分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给予原料企业过渡期（如 1 年），原料企业上传产品实际技术资料到药监局系统。
目前原料企业愿意配合药监局上传企业现行有效的原料质量规格（SPEC）。

第二阶段：随着系统的不断成熟和技术进步，再逐步考虑建立中国化妆品原料安全信息库。

此外，我们形成了具体的建议，请审阅附件。期待着与贵司就此事宜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

AICM
2020 年 11 月 30 日                                                        

联系人：贺 畅
手机：18910120882    Email:  changhe@aicm.cn 

AICM 对于《化妆品注册与备案资料规范》( 征求意见稿 )
的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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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ICM 对于《化妆品注册与备案资料规范》（征求意见稿）意见与建议

页码 章条 原文内容 修改建议 理由

1
第四条
（ 文 字 和 翻
译要求）

除注册商标、网址、专利名称、
境外企业的名称和地址等必须
使用的其他文字

除注册商标、网址、专利名称、
外国人名、境外企业的名称和地
址等必须使用的其他文字

人名也以原文更为准确

2 第五条
（签章要求）

按照规定，境外企业及其他组
织不使用公章的，应当由法定
代表人或者企业（其他组织）
负责人签字。

按照规定，境外企业及其他组织
不使用公章的，应当由法定代表
人或者企业（其他组织）负责人
签字，或由其授权的境内责任人
法人代表签字。

考虑到效率，应该允许经过授权的境内责任
人法人代表在有关注册与备案资料上签字

50 附件 12

附件 12
化妆品原料质量安全相关信息
报送指南
三、原料质量安全相关信息通
过信息平台提交后，自动生成
原料报
送码。原料报送码由五位生产
商数字编码、六位原料数字编
码和三位原料规格数字编码组
成，每组编码间用“-”相连。

附件 12
化妆品原料质量安全相关信息报
送指南
三、原料质量安全相关信息通过
信息平台提交后，自动生成原料
报
送码。原料报送码由五位生产商
数字编码、原料编码和信息维护
代码组成，每组编码间用“-”相连。

1. 原料报送码中的原料编码建议使用原料公
司自己的产品代码，方便区分和管理，通常
这一代码不一定是六位，如限定位数则失去
编码的实际意义。
3. 原料规格数字编码的所知含义不清晰，通
常一个原料商品名分配一个原料编码，对应
唯一的原料规格。建议改为信息维护代码，
如首次报送原料安全质量信息时为 001，后
续如需维护原料相关信息则相应地变更为
002、003…，可便于区别原料的当前有效报
送码便于追溯和管理。

59 附件 13 原料生产商信息 原料供应商

考虑实际操作过程中有各种代工、委托加工
的情况，因此建议填写原料供应商。只要可
以承担责任单位的职责即可，不需要提供实
际原料生产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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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AICM position paper on Specif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and 
Filing of New Cosmetic Ingredients

Summary: 
Name: AICM Position Paper on Specif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and Filing of New Cosmetic Ingredients 
Contributing members mainly from: altogether 12 members: Airliquide, BASF, Clariant, Covestro，Croda, Dow, DSM, 
Evonik, Lubrizol, Shell, Solvay, Symrise 

Our activities: 
Circulate the notice and call for comment to all members November 1 , 2020
The first group meeting on November 26, 2020 upon comments collected
Develop position based on group discussions on November 26-27,2020
Review of draft position November 27,2020
Finalize position paper at sub-committee, November 28-29, 2020

Trigger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This draft was second round of call for comments where some AICM comments 
were adopted over last round call. Yet it is still worthwhile to further reinforce our position on protection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suggest the authority refrain from requesting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such as chemical composition 
substances and producing flows as well as sales information. Compared with last draft, some new requirements were 
added such as safe use history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Adverse reaction monitoring where some requirements exceed 
capacity of ingredient company. So life science sub-committee organized draft of AICM position to further address 
these concerns.

Comment Summary: 
Overall, we suggest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should be fully considered.
Besides, we also raised specific comments with the following key points:

1.Test reports, documents, and estimation reports are generally very large. It would be a lot of work to fully translate 
into Chines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if it is in English, the original text and the corresponding Chinese abstract can be 
accepted in registration. 
2.Seal by company (if applicable) could be in the first page of registration materials instead of every single page to 
reduce workloads.
3.It should be clarified that Multi-component raw materials obtained through chemical reaction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re not considered as compound ingredient.
4.Regarding qualification of Labs, the self-conformity declaration of the laboratory should also be accepted.
5.For animal alternative methods, only scientific verification data of the method should be provided instead of 
consistency proof against traditional toxicology methods.
6.Ingredient companies do not have the ability to analyze and evaluate adverse reactions. So it if proposed that a 
simple version should be applied to ingredient company that fits their capacity.
7.Information that is confidential and has nothing to do with safety evaluation should not be required for submission.
8.Sufficient evidence to prove that the ingredient has been used safely in overseas cosmetics for three years instead of 
five years.
9.If such evidence is provided, then It is not necessary to provide toxicology test data for registration, but the 
conclusions of foreign (regional) evaluations, evaluation reports and related data should be sufficient.
10.Suggest this evidence that is deemed sufficient to prove safe use be deleted as it is hard to get such data: evidence 
of overseas sales volume of cosmetics containing the raw material shall not be less than 2,000, or the number of 
consumers shall not be less than 2,000.

Communication schedule: Send to NMPA, initiate technical discussion if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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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司：

AICM（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有限公司）是近 70 家在中国有重大投资的国际石油化工跨国公
司组成的非盈利性行业代表，所有会员都在华生产、经营和储运化学品。作为跨国化工集团在华企
业的代表，AICM 以贡献中国的和谐社会和化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向各利益攸关方推
广“责任关怀”理念；向政策制定者倡导基于成本控制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的政策；树立化工产业在国
民经济中的积极形象。

近期发布的《化妆品新原料注册与备案资料规范》（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范》”），
AICM 和会员公司非常感谢贵司再一次给予业界反馈意见的机会，经仔细研读和讨论，我们仍希望贵
司能充分考虑新原料的申请者对机密信息保护的诉求，不强制要求企业提交化学信息、生产工艺流
程等商业机密信息。

对于《规范》的内容，我们形成了具体的建议，请审阅附件 1。我们还对不良反应监测和评价
体系概述表、化妆品新原料技术要求提出了建议，分别见附件 2 和附件 3。我们期待着继续与贵司
就此事宜进一步加强沟通和交流。

AICM
                                                            2020 年 11 月 30 日

联系人：贺 畅
手机：18910120882    Email:  changhe@aicm.cn 

AICM 对于《化妆品新原料注册与备案资料规范》( 征求意见稿 )
的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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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AICM 对于《化妆品新原料注册与备案资料规范》（征求意见稿）意见与建议

页码 章条 原文内容 修改建议 理由

1 第四条

第四条（文字和翻译要求）化
妆品新原料注册和备案资料应
当使用国家公布的规范汉字。
除注册商标、网址、专利名称、
境外企业的名称和地址等必须
使用的其他文字，以及我国法
规文件中使用的英文缩写简称
等外，所有使用其他文字的资
料均应当完整、规范地翻译为
中文，并将原文附在相应的译
文之后。

第四条（文字和翻译要求）化妆
品新原料注册和备案资料应当使
用国家公布的规范汉字。除注册
商标、网址、专利名称、外国人
名、境外企业的名称和地址等必
须使用的其他文字，以及我国法
规文件中使用的英文缩写简称等
外，所有使用其他文字的资料均
应当完整、规范地翻译为中文，
并将原文附在相应的译文之后。
测试报告、文献、估算报告等附
件材料，文字应使用中文或者英
文，但一份附件只能使用一种文
字，英文材料应提供中文摘要或
中文译文。

测试报告、文献、估算报告类的资料一般都
非常大，完全翻译成中文会是非常大的工作
量，建议如果是英文语言，提供原文和对应
的中文摘要就可以。生态环境部新化学物质
登记对英文资料也是接受原文 + 中文摘。

1 第五条

除 政 府 主 管 部 门 或 者 有 关 机
构、检验检测机构、公证机关
等出具的资料原件外，注册和
备 案 资 料 均 应 当 由 境 内 注 册
人、备案人或者境内责任人逐
页加盖公章。

除政府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构、
检验检测机构、公证机关等出具
的资料原件外，注册和备案资料
均应当由境内注册人、备案人或
者境内责任人逐在首页加盖公
章。

在首页公司签章处盖章，减少不必要的工作
量及节约用纸。

1 ~ 2
第五条
（签章要求）

境外企业及其他组织不使用公
章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者
其他授权负责人签字。

修改：境外企业及其他组织不使
用公章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
者其他授权负责人在签章处签
字。

避免引起歧义，签章处可留作空白。

2 第八条

注册和备案纸质资料应当使用
国际标准 A4 型规格纸张，内
容完整清晰、不得涂改。纸质
文件资料的载体和书写材料应
当符合耐久性的要求。

注册和备案签字盖章纸质资料应
当使用国际标准 A4 型规格纸张，
内容完整清晰、不得涂改。纸质
文件资料的载体和书写材料应当
符合耐久性的要求。其它非签字
盖章页鼓励提交电子版。

电子化办公。节约用纸。

3
第十一条
（ 新 原 料 形
式要求）

化妆品新原料原则上不应是复
配而成。对于因生产技术或工
艺等原因不可避免造成两种或
两种以上成分共同存在的，应
当按照一个新原料申请注册或
办理备案，同时提供两种或两
种以上成分不可避免共同存在
的相关研究资料。 

增加：从生产过程中通过化学反
应得到的多成分原料不视作复配
原料。如有机硅、乳液聚合物等。

有机硅化学的特殊性，很多产品是在生产过
程中通过化学反应（非物理混合）得到的多
成分原料，为多组分的非复配原料。 乳液聚
合是由单体，引发剂，乳化剂、水通过乳液
聚合反应得到的多组分原料， 并不属于”复配“。 
鉴于并没有 " 复配“的定义，建议明确该多成
分原料并不属于复配，并不需要提供相关研
究资料。

3 第十二条
（报告要求）

新原料注册人、备案人应当按
照规定要求，自行或者委托相
关检验检测机构对新原料开展
必要的检验。

新原料注册人、备案人应当按照
规定范要求，自行或者委托相关
检验检测机构对新原料开展必要
的检验测试。

《化妆品新原料注册和备案资料规范》为规
范，并不是“规定”。
化妆品备案 / 注册需要检测，而新原料注册 /
备案需要按照规定要求来提供数据和信息，
并不属于检测范畴。 

3 第十二条

理化和微生物检验报告、毒理
学试验报告和防腐、防晒、祛
斑美白及新功效等评价报告应
当由具有化妆品领域的检验检
测机构资格认定（CMA）、中
国 合 格 评 定 国 家 认 可 委 员 会
（CNAS） 认 可， 或 者 符 合 国
际 通 行 的 良 好 临 床 操 作 规 范
（GCP）、良好实验室操作规
范（GLP）等资格的检验检测
机构出具。其他需要开展的检
验项目可由化妆品新原料注册
人、备案人自行或者委托具备
相应检验能力的检验检测机构
承担。

理化和微生物检验报告、毒理学
试验报告和防腐、防晒、祛斑美
白及新功效等评价报告应当由具
有化妆品领域的检验检测机构
资格认定（CMA）、中国合格评
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
可，或者符合国际通行的良好临
床操作规范（GCP）、良好实验
室操作规范（GLP）等资格的检
验检测机构出具。其他需要开展
的检验项目可由化妆品新原料注
册人、备案人自行或者委托具备
相应检验能力的检验检测机构承
担。实验室的自我符合性声明也
可接受。

1. 部分的企业有能力开展本企业需要的一些
理化试验，因此建议对理化不做实验室资质
要求。              
2. 有些理化试验在公司内部实验室即可完
成，也不需要有相关资格认证。这对大部分
公司而言是一笔很大的额外支出。最重要
的是这部分信息无论是外部第三方测试又
或者是公司内部实验室都不会有特别大的
出入，不至于对原料的安全性产生影响。                              
3. 申报新原料的理化和微生物检验报告通常
在企业内部用企业内部或行业普遍采用的试
验方法进行；且新原料多在国外研发上市，
并 没 有 规 定 在 CMA, CNAS, GCP 或 GLP 实 验
室进行；有许多测试方法 CMA, CNAS, GCP 或
GLP 检测机构并没有开展相关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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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 章条 原文内容 修改建议 理由

4 第十三条

第十三条（检验方法要求）化
妆品新原料的毒理学试验项目
应当按照《化妆品安全技术规
范》规定的试验方法开展；《化
妆品安全技术规范》未规定方
法的项目，应当按照国家标准
或国际通行方法进行检验。使
用动物替代方法的，还应当提
供该方法与传统毒理学试验方
法所得结果一致性的证明性资
料。

第十三条（检验方法要求）化妆
品新原料的毒理学试验项目应当
按照《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
定的试验方法开展；或按照国际
通行的方法或国家标准等方法进
行检验。使用《化妆品安全技术
规范》未规定的方法的项目，应
当按照国家标准或国际通行方法
进行检验。动物替代方法的，应
提交该方法可代替与传统毒理学
试验方法所得结果一致的证明说
明资料，且该项替代试验方法应
为国际权威替代方法验证机构已
收录的方法。

1. 毒理试验方法发展迅速，OECD 等都会对方
法定期进行调整优化，《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
更新的速度难以及时跟上，建议可以对测试
方法更开放。
2. 国际权威机构在收录动物替代方法时会进
行严格的筛选验证，确保试验方法的科学性
的基础上才进行收录。建议此次不再对证明
资料进行要求，权威机构在收录时已经完成
了此部分的工作，不建议企业再进行重复工
作。

4 第十三条

化妆品新原料的理化和微生物
检验、人体安全性和功效评价
试验项目，应当按照《化妆品
安全技术规范》或《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规定的试验方法
开展；《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
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未
规定方法的项目，应当按照国
家标准、国际通行方法或新开
发的试验方法进行检验。使用
新开发试验方法的，应当同时
提交该方法的适用性和可靠性
相关资料。

化妆品新原料的理化和微生物检
验、人体安全性和功效评价试验
项目，应当按照国家标准、国际
通行方法、企业标准试验方法或
其他已经验证的试验方法进行检
验。

在国际上各国方法可能稍有差异，但都是已
经验证的合理方法（如即使是药典方法，其
它国家药典和中国药典微生物测试方法也稍
有差异）。建议接受国际通行方法或已经验
证的方法测试的结果，以避免重复测试。这
不影响化妆品的安全与功效。

4

第十四条
（ 科 学 文 献
和 法 规 资 料
要求）

化妆品新原料注册或备案资料
中 引 用 科 学 文 献 和 法 规 资 料
的，相关资料中载明的原料来
源、使用目的、使用规格、适
用范围等限制性条件应当与申
请注册或办理备案的新原料完
全一致。

化妆品新原料注册或备案资料中
引用科学文献和法规资料的，相
关资料中载明的原料来源、使用
目的、使用规格、适用范围等限
制性条件应当囊括申请注册或办
理备案的新原料规格及应用。

如文献或资料中的范围包含注册或备案的原
料的情况，应可以使用

4

第十五条
（ 信 息 系 统
用 户 信 息 登
记）

（二）化妆品新原料注册人、
备案人不良反应监测和评价体
系概述（附件 2）

（二）化妆品新原料注册人、备
案人不良反应监测和评价体系概
述（附件 2）；适用原料企业的
不良反应监测和评价体系概述表
见附件 X

原料企业作为化工行业，并不具有分析和评
估不良反应的能力。如果把不良反应监测和
评价作为新原料注册人和备案人的必要条件，
那么原料企业无法作为注册人 / 备案人。 但
是申报数据中由涉及大量的商业和技术保密
信息，也不能交由化妆品企业作为注册人 /
备案人，最终造成新原料注册 / 备案无法落地。

5 第十五条
（三）

同一境内企业同时具有化妆品
新原料注册人、备案人或境内
责任人等多重身份的，或经授
权 作 为 多 个 境 外 化 妆 品 注 册
人、备案人的境内责任人的，
应 当 一 次 性 提 交 全 部 相 关 资
料，审核通过后获得相应的用
户权限。

同一境内企业同时具有化妆品同
一新原料注册人、备案人或境内
责任人等多重身份的，或经授权
作为多个境外同一新原料化妆品
注册人、备案人的境内责任人
的，应当一次性提交全部相关资
料，审核通过后获得相应的用户
权限。

对同一新原料，可一次性提交全部相关资料；
对于不同的新原料，可以分批次提交。

7 十九条
（三）

... 安全使用限量… 推荐使用量范围
绝大多数原料并没有给出安全使用限量，而
是基于安全的在配方中的推荐使用量范围

7 第二十条
制备工艺

（一） 化学合成原料应当列出
具体起始物、反应条件（温度、
压力范围等）、使用的助剂（溶
剂、催化剂、稳定剂等）、反
应过程的中间产物及副产物、
终产物中残留的杂质或助剂等

（一） 化学合成原料简要描述
与安全相关的工艺 应当列出具
体起始物、反应条件（温度、压
力范围等）、使用的助剂（溶剂、
催化剂、稳定剂等）、反应过程
的中间产物及副产物、终产物中
残留的杂质或助剂等

涉及企业技术保密信息，且与安全评价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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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二十二条
（ 安 全 性 评
价资料）

（二）安全性评估资料，包括
原料安全使用限量评估资料和
原料中可能存在的安全性风险
物质评估资料。

（二）安全性评估资料，包括原
料安全使用限量评估资料和原料
中可能存在的安全性风险物质评
估资料。

鉴于化妆品原料通常毒性低，化妆品通常没
有安全使用限量；通常安全评估基于在产品
中的推荐使用剂量。

8 第二十三条
（功能依据）

（一）科学文献。包括公开发
表的非综述性质的相关研究型
论文或科学著作，所提供的文
献资料应当与注册或备案的新
原料功能具有正相关性。提交
文献资料时，应当同时提交与
文献资料载明相关内容对应一
致的原料研究过程简述、研究
结果、结果分析及结论等；

（一）科学文献和研发测试数
据。包括公开发表的非综述性质
的相关研究型论文或科学著作，
以及企业内部 研发测试数据。
所提供的文献资料和测试数据应
当与注册或备案的新原料功能具
有正相关性。提交文献资料时，
应当同时提交与文献资料载明相
关内容对应一致的原料研究过程
简述、研究结果、结果分析及结
论等；

新原料在研发过程中的功能并没有科学文献。
且原料物理作用功能通常在研发过程中作为
基础支撑数据，多为实验室研究数据。并不
一定在申报新原料的期间公开发表。

10 第二十四条
（技术要求）

化妆品新原料技术要求作为可
公开技术信息，在新原料获得
批准或完成备案后对外公布，
供社会公众查询参阅。

化妆品新原料技术要求中的名
称、登记号、使用目的、推荐使
用量范围和其他要求作为可公开
技术信息，在新原料获得批准或
完成备案后对外公布，供社会公
众查询参阅。

附件 10 中涉及的新原料的来源、分子结构、
制备信息、理化常数、技术要求、检验方法
均和相关知识产权有关，不宜对公众开放。

10 第二十五条

（二）使用新原料生产的化妆
品信息，包括产品名称，产品
注册证书或备案凭证编号，产
品生产、销售数量等；

（二）使用新原料生产的化妆品
信息，包括产品名称，产品注册
证书或备案凭证编号，产品生产、
销售数量等；

生产及销售数量是化妆品生产商的商业机密。

10 第二十五条
（监测报告）

（四）含有新原料的化妆品监
督抽检、查处、召回情况；

（四）含有新原料的化妆品与安
全相关的监督抽检、查处、召回
情况；

化妆品的监督抽检、查处、召回的原因很多，
只有与安全性相关的，才是需要关注和重视
的。

11 第二十五条
（监测报告）

新原料注册人、备案人或境内
责任人根据收集整理的化妆品
新原料使用情况信息资料，按
照 样 例 要 求（ 附 件 11） 编 制
化妆品新原料安全使用监测报
告，并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通过
新原料注册和备案信息系统提
交报告。

在最先使用新原料的化妆品获得
注册 / 备案后，新原料注册人、
备案人或境内责任人根据收集
整理的化妆品新原料使用情况
信息资料，按照样例要求（附件
11）编制化妆品新原料安全使用
监测报告，并于每年 3 月 31 日
前通过新原料注册和备案信息系
统提交报告。
如注册人 / 备案人为化妆品原料
企业，化妆品企业需在每年 1 月
31 日前将需由其报告内容告知
新原料生产企业备案人 / 注册人

1. 明 确 安 全 监 测 期 启 动 的 节 点 时 间。                
2. 原料企业无法获知该信息，需要化妆品企
业提供此信息。

11
第二十六条
（突发情况
报告）

化妆品新原料注册人、备案人
或境内责任人应当根据收集整
理的新原料不良反应或安全隐
患问题等相关信息，按照样例
要求（附件 12）编制化妆品新
原料突发情况报告，并于突发
情况发生后 15 日内，通过新原
料注册和备案信息系统提交报
告。

化妆品新原料注册人、备案人或
境内责任人应当根据收集整理的
新原料不良反应或安全隐患问题
等相关信息，按照样例要求（附
件 12）编制化妆品新原料突发
情况报告，并于突发情况发生后
15 个工作日内，通过新原料注
册和备案信息系统提交报告。如
注册人 / 备案人为化妆品原料企
业，化妆品企业在突发情况发生
后 7 个工作日告知新原料生产企
业备案人 / 注册人

原料企业无法获知该信息，需要化妆品企业
提供此信息。

11
第二十六条
（突发情况
报告）

（四）其他国家（地区）化妆
品法规标准调整，提高原料使
用标准、增加使用限制条件或
者禁止使用的；

建议将该条放在第二十五条（监
测报告）中，同时建议给出突发
情况的实操定义

1. 突发情况应是紧急发生的，而一般一个国
家的法条变化是会有一定时间周期的，因此
放在年报中更合适。    
2. 明确定义，方便企业执行。

14

附件 1 化妆
品新原料注
册人、备案
人信息表

　附件1 化妆品新原料注册人、
备案人信息表（适用于境外化
妆品新原料注册人、备案人）

建议增加英文翻译 要求境外注册人签字，中英双语会避免歧义

16

附件 1 化妆
品新原料注
册人、备案
人信息表

附件 1 化妆品新原料注册人、
备案人信息表
（适用于境外化妆品新原料注
册人、备案人）（化妆品新原
料注册人、备案人盖章）

（化妆品新原料注册人、备案人
盖章）（如适用）授权注册人签
字

如不适用，可以不用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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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附件 2 
不良反应监
测和评价体
系概述表

不良反应监测和评价体系概述
表
（适用于境内化妆品新原料注
册人、备案人）

不良反应监测和评价体系概述表
（适用于境内化妆品新原料注册
人、备案人，原料企业不适用）。
适用原料企业的概述表见附件 X
（后附）

原料企业大多为化工企业，其并不具有不良
反应监测和评价能力，强加于原料企业将导
致原料企业无法作为注册人 / 备案人； 而化
妆品企业作为注册人 / 备案人，原料企业不
可能将其技术机密如工艺信息等提供给化妆
品企业。最终导致新原料备案 / 注册无法落地。

21

附件 5 
化妆品新原
料注册或备
案信息表

保证书
本信息表中所有的内容和所附
资料均真实、合法，上传内容
和原件一致，所附资料中的数
据均为研究和检测该原料得到
的数据，符合《化妆品安全技
术规范》等相关法规要求。如
有不实之处，我单位愿负相应
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造成的
一切后果。

保证书
本信息表中所有的内容和所附资
料均真实、合法，上传内容和原
件一致，所附资料中的数据均为
研究和检测该原料得到的数据，
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等
相关法规要求。如有不实之处，
我单位愿负相应法律责任，并承
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第 35 页：毒理学试验资料可以是申请人的试
验报告、科学文献资料和国内外政府官方网
站、国际组织网站发布的内容。

22

化妆品新原
料注册备案
境内责任人
授权书（式
样）

被授权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建议删除这部分内容，同时式样
全部内容可以为全英文或者其他
境外注册人备案人所在国的官方
语言。或采取网上授权的方式。

因为国外注册人备案人的授权书是要由当地
公证员公证的，需要有所在国官方语言，同
时境外企业法人代表几乎不可能和境内企业
法人代表一起在境外公证人面前签署授权书。

25
化妆品新原
料注册或备
案信息表

九、代理注册或备案的，境内
责任人应提交境外的注册人或
备案人签署的授权书及其公证
件。

九、代理注册或备案的，境内责
任人应提交境外的注册人或备案
人签署的授权书及其公证件这两
份文件的复印件。

原件在开具账户时已提交

23 第十八条
（附件 6）

五、安全性评价 22. 长期人体
试用安全试验

建议删除“长期人体试用安全试验”
要求。

国外也未对首次使用的新原料进行“长期人体
试用安全试验”，且同时对于 D 类代码原料为
“已在境外上市化妆品中已有五年以上安全使
用历史”，因此没必要再额外增加展开“长期
人体试用安全试验”。

23 第十八条
（附件 6）

附件 6 备注说明：一、情形分
类代码的含义分别如下： D 类：
具有祛斑美白、抗皱（物理性
抗皱除外）、去屑、止汗功能，
可提供充分的证据材料证明该
原料在境外上市化妆品中已有
五年以上安全使用历史的新原
料。

建议此类增加“防脱发”类新原料
“防脱发”新原料的使用安全风险程度并未达
到高风险，因此建议将“防脱发”类新原料归
入 D 类。

24 第十八条
（附件 6）

附件 6 备注说明：一、情形分
类代码的含义分别如下： D 类：
具有祛斑美白、抗皱（物理性
抗皱除外）、去屑、止汗功能，
可提供充分的证据材料证明该
原料在境外上市化妆品中已有
五年以上安全使用历史的新原
料。

应改为：具有祛斑美白、抗皱（物
理性抗皱除外）、去屑、止汗功能，
可提供充分的证据材料证明该原
料在境外上市化妆品中已有三年
以上安全使用历史的新原料。

与低 40 页附件 9 第（二）中第 3 条保持一致：
具有祛斑美白、抗皱（物理性抗皱除外）、去屑、
止汗功能，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材料证明该
原料在境外上市化妆品中已有三年以上安全
使用历史，应提交以下毒理学试验资料…

26

化妆品新原
料注册和备
案资料项目
要求（表格）

二、研制报告
5. 境外使用情况①

建议除了情形“A”和“E”，其它四
种情形该项都直接标记上“○”

实施上除了国内外首次使用的新原料和有安
全食用历史的新原料，其他情形的新原料都
要求提供境外使用情况，不如标识出来。

27

化妆品新原
料注册和备
案资料项目
要求（表格）

17. 亚慢性经口或经皮毒性试验
22. 长期人体试用安全试验

建议将 D 情形的这两项数据要求
去除掉。

落在这一情形 D 的原料在国外有五年以上安
全使用历史，人群长时间的使用且无安全隐
患应该就足以证明原料长期使用的安全性，
建议将 D 情形的这两项数据要求去除掉。

28 附件 6

D：具有祛斑美白、抗皱（物
理性抗皱除外）、去屑、止汗
功能，可提供充分的证据材料
证明该原料在境外上市化妆品
中已有五年以上安全使用历史
的新原料。

D：具有祛斑美白、抗皱（物理
性抗皱除外）、去屑、止汗功能，
可提供充分的证据材料证明该原
料在境外上市化妆品中已有三五
年以上安全使用历史的新原料。

44 页中对应的原料类别是三年以上安全使用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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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附件 6

已有国际权威机构评价结论认
为在化妆品中使用是安全的新
原料，应当分别根据 A-F 不同
情形分类的要求，将国际权威
机构评价机构的评估报告中相
应的内容按照表格要求单独提
交。

已有国际权威机构评价结论认为
在化妆品中使用是安全的新原
料，应当分别根据 A-F 不同情形
分类的要求，将国际权威机构
评价机构的评估报告中相应的内
容按照表格要求单独提交。 凡
已有国外（地区）权威机构评价
结论认为在化妆品中使用是安全
的新原料，且能够提供充分的证
据材料证明该原料在境外上市化
妆品中已有三年以上安全使用历
史，申报时不需提供毒理学试验
资料，但应提交国外（地区）评
估的结论、评价报告及相关资料。
国外（地区）批准的化妆品新原
料，还应提交批准证明。

不同机构 / 国家在进行安全性评估时会有一
些细节上的差别，很难把这些评价报告一一
对应转化为目前申报资料上的项目。评估报
告中的毒理学试验项目更是很难分离出来，
评估机构很多是引用已经发表的文献资料的
结论，并没有报告的详细内容。建议该项保
留 2011 年发布的《化妆品新原料申报与审评
指南》要求，同时增加 3 年境外安全使用历
史的要求。

31 附件 7
2. 天然原料是指来源于天然物
质（植物、动物、矿物）的原料。
天然原料应为单一来源。

2. 天然原料是指来源于天然物质
（植物、动物、矿物）的原料。
天然原料应为单一来源。

植物提取物类原料存在使用多个植物进行提
取的工艺，提取出的原料很难进行分离，无
法做到单一来源。

32 附件 7

3. 生物技术来源原料包括基因
工程、细胞工程、发酵工程、
酶工程和蛋白质工程来源的原
料。
（1）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和发
酵工程来源的原料应说明生产
所用的基因来源、载体构建、
工程菌（株、细胞）等详细信息。
如菌种应提供菌种属名、种名
及菌种号，并提供相应拉丁学
名；提供菌种（株）来源，鉴
定报告（包括表型特征和基于
基因分型的菌株水平的鉴定结
果）和菌种（菌株）的生物学、
遗传学、功效学特性，并提供
其稳定性研究资料。其它生物
技术来源的原料应参照上述要
求提供相关的研究资料。
（2）生物技术来源原料应明确
微生物污染控制情况及测定方
法、宿主致病性、毒性成分包
括生物代谢物、产生的毒素等
的控制标准。
水解植物原料（包括酸、碱或
酶水解）参照生物技术来源原
料的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3. 生物技术来源原料包括基因工
程、细胞工程、发酵工程、酶工
程和蛋白质工程来源的原料。
（1）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和发
酵工程来源的原料应说明生产所
用的基因来源、载体构建、工程
菌（株、细胞）等详细信息。如
菌种应提供菌种属名、种名及菌
种号，并提供相应拉丁学名；提
供菌种（株）来源，鉴定报告（包
括表型特征和基于基因分型的菌
株水平的鉴定结果）和菌种（菌
株）的生物学、遗传学、功效学
特性，并提供其稳定性研究资料。
其它生物技术来源的原料应参照
上述要求提供相关的研究资料。
（2）生物技术来源原料应明确
微生物污染控制情况及测定方
法、宿主致病性、毒性成分包括
生物代谢物、产生的毒素等的控
制标准。水解植物原料（包括酸、
碱或酶水解）参照生物技术来源
原料的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1. 新原料的毒理学资料和安全评估资料已经
可以充分保证原料安全性，因此建议重视对
安全评估的评审，此处不再要求提供具体的
微生物污染控制方法标准等。              2. 每家
企业都有自己的微生物污染控制方法，且属
于企业的技术机密。

33

附件 7 
化妆品新原
料研制报告
编制要求

无明确结构式的原料应提供最
终原料的具体形式，包括添加
的助剂（如溶剂、防腐剂、稳
定剂等）、使用量及其测定方
法和结果；说明新原料可能的
化学组成，如可能含有的主要
化学成分或化学成分类别（多
酚类、黄酮类、多糖类、多肽类、
皂苷类等）。 

无明确结构式的原料应提供最终
原料的具体形式，包括添加的助
剂（如溶剂、防腐剂、稳定剂等）、
使用量及其测定方法和结果；说
明新原料可能的化学组成，如可
能含有的主要化学成分或化学成
分类别（多酚类、黄酮类、多糖
类、多肽类、皂苷类等）。 

植物类提取物 / 发酵类原料等多组分原料，
不易鉴别出其主要化学成分或类别，而且新
原料会做毒理测试可以保证其安全，因此建
议删除 .

35

附件 8
化妆品新原
料质量控制
标准编制要
求

一、稳定性试验数据
稳定性试验的目的是考察原料
在温度、湿度、光线等的影响
下随时间变化的规律，为原料
的生产、包装、贮存、运输条
件提供科学依据，同时通过试
验建立原料的保质期。

一、稳定性试验数据
稳定性试验的目的是考察原料在
温度、湿度、光线等的影响下随
时间变化的规律，为原料的生产、
包装、贮存、运输条件提供科学
依据，同时通过试验建立原料的
保质期使用期限。

1.《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描述为“使用期限”。
建议保持一致。
2. 行业内很多原料企业的分析报告单（CoA）
上显示的是“复测期”，而不是“保质期”， 使
用期限可由多个“复测期”组成。这符合国际
相关指南文件要求（如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
术协调会 (ICH) 指南文件）。
3. 建议修改，以避免成品企业误以为原料必
须显示“保质期”，不接受 “复测期”这一符合“使
用期限”要求的原料行业合规做法，避免在业
内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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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附件 8

（ 二 ） 加 速 试 验。3 批 原
料 在 一 定 温 度、 湿 度（ 如
40 ℃ ±2 ℃、75%RH±5%RH）
保 存 条 件 下。（ 三） 长 期 保
存 试 验。。3 批 原 料 在 一 定
温 度、 湿 度（ 如 40 ℃ ±2 ℃、
75%RH±5%RH）保存条件下，

（二）加速试验。3 批原料在一
定温度、湿度（如 40℃ ±2℃、
75%RH±5%RH）保存条件下。（三）
长 期 保 存 试 验。3 批 原 料 在 一
定温度、湿度（如 40℃ ±2℃、
75%RH±5%RH）保存条件下，

根 据 国 际 相 关 指 导 原 则（ 如 药 用 辅 料 稳
定 性 指 南（IPEC excipient stability program 
guide-2010）, 根据情况，可接受小于 3 批次
的稳定性数据。业界根据相关指南一般不设
置 3 批的数量要求，建议由企业根据产品特
性确定批次数。

35

附件 8 
化妆品新原
料质量控制
标准编制要
求

（四）资料要求。
应提供生产线上生产的 3 批原
料 的 加 速 试 验 或 至 少 1 年 的
长期保存试验的数据、结果、
结论等相关资料，根据原料的
特性选择提供影响因素试验资
料。。。

（四）资料要求。
应提供生产线上生产的 3 批原料
的加速试验或至少 1 年 6 个月的
长期保存试验的数据、结果、结
论等相关资料，根据原料的特性
选择提供影响因素试验资料。。。

1. 为提高注册 / 备案效率，建议接受 6 个月
以上稳定性研究数据。原料企业在后续过程
中补充稳定性数据。原料企业确保供应产品
给成品企业时，有充分的稳定性研究支持。
2. 根据国际相关指导原则（如药用辅料稳
定 性 指 南（IPEC excipient stability program 
guide-2010）, 根据情况，可接受小于 3 批次
的稳定性数据。业界根据相关指南一般不设
置 3 批的数量要求，建议由企业根据产品特
性确定批次数。   
3. 如果一定要求提供生产线上生产样品，那
么无论是在国外上市还是国内外首次使用的
新原料，都需要重新在生产线上采样重新进
行加速试验或长期试验。

36

附件 8
化妆品新原
料质量控制
标准编制要
求

... 根据原料的特性选择提供影
响因素试验资料，并根据原料
稳定性试验确定原料的储存条
件和保质期。对于国内外首次
使用的新原料应根据原料的保
质期，在 3 年监测期内逐年补
充提供其剩余保质期的长期保
存试验资料。

... 根据原料的特性选择提供影响
因素试验资料，并根据原料稳定
性试验确定原料的储存条件和保
质期使用期限。对于国内外首次
使用的新原料应根据原料的保质
期使用期限，在 3 年监测期内逐
年补充提供其剩余保质期使用期
限的长期保存试验资料。

1.《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描述为“使用期限”。
建议保持一致。
2. 行业内很多原料企业的分析报告单（CoA）
上显示的是“复测期”，而不是“保质期”， 使
用期限可由多个“复测期”组成。这符合国际
相关指南文件要求（如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
术协调会 (ICH) 指南文件）。
3. 建议修改，以避免成品企业误以为原料必
须显示“保质期”，不接受 “复测期”这一符合“使
用期限”要求的原料行业合规做法，避免在业
内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37

附件 9
化妆品新原
料毒理学评
价技术导则

若应用的动物替代试验方法未
收录于我国《化妆品安全技术
规范》的，应提交该方法与传
统毒理学试验方法所得结果一
致的证明资料，且该项替代试
验方法应为国际权威替代方法
验证机构已收录的方法。证明
资料应提交关于该项替代试验
方法与传统毒理学试验方法对
比研究的公开发表的、非综述
性质的相关研究型论文或科学
著作，或符合国际通行的良好
实验室操作规范实验室（GLP）
出具的试验报告。证明资料应
包括该项替代试验方法研究过
程简述、不少于 10 种受试物的
两种方法对比研究的数据、研
究结果分析、结论及原文等内
容。

若应用的动物替代试验方法未收
录于我国《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
的，应提交该方法可代替与传统
毒理学试验方法所得结果一致的
证明说明资料，且该项替代试验
方法应为国际权威替代方法验证
机构已收录的方法。证明资料应
提交关于该项替代试验方法与传
统毒理学试验方法对比研究的公
开发表的、非综述性质的相关研
究型论文或科学著作，或符合国
际通行的良好实验室操作规范实
验室（GLP）出具的试验报告。
证明资料应包括该项替代试验方
法研究过程简述、不少于 10 种
受试物的两种方法对比研究的数
据、研究结果分析、结论及原文
等内容。

国际权威机构在收录动物替代方法时会进行
严格的筛选验证，确保试验方法的科学性的
基础上才进行收录。建议此处不再对证明资
料进行要求，权威机构在收录时已经完成了
此部分的工作，不建议企业再进行重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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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附件 9 

具备以下所有条件的新原料可
被视为在境外上市化妆品中已
有三年以上安全使用历史的原
料：
（1）新原料与在境外上市化妆
品中使用的原料的质量规格、
使用目的、适用或使用范围相
同，新原料的安全使用量不高
于 境 外 上 市 化 妆 品 中 的 使 用
量。
（2）含该原料的化妆品在境外
上市不得少于 3 年；
（3）含该原料的化妆品在境外
的销售量不得少于 2000 件，或
消费者数量不得少于 2000 人；
（4）含该原料的在境外上市的
化妆品未出现过不良反应。
（5）未见该原料涉及可能对
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相关文献报
道。
能够同时提供国际权威安全评
价机构评价结论认为在化妆品
中使用是安全的安全评估报告
或符合伦理学条件下的人体安
全性检验报告的，可不提供急
性经口或急性经皮毒性试验资
料。

具备以下所有条件的新原料可被
视为在境外上市化妆品中已有三
年以上安全使用历史的原料：
（1）新原料与在境外上市化妆
品中使用的原料的质量规格、使
用目的、适用或使用范围相同，
新原料的安全使用量不高于境外
上市化妆品中的使用量。
（2）含该原料的化妆品在境外
上市不得少于 3 年；
（3）含该原料的化妆品在境外
的销售量不得少于 2000 件，或
消费者数量不得少于 2000 人；
（4）含该原料的在境外上市的
化妆品未出现过由该原料引起的
不良反应。
（5）未见该原料涉及可能对人
体健康产生危害相关文献报道。
能够同时提供国际权威安全评价
机构评价结论认为在化妆品中使
用是安全的安全评估报告或符合
伦理学条件下的人体安全性检验
报告的，可不提供急性经口或急
性经皮毒性试验资料。

1. 很多原料使用广泛使用在不同化妆品，难
于确定境外上市化妆品的最高使用量； 难于
统计销售量和消费这数量；
2. 如在境外发生含有该新原料的化妆品不良
反应，也并不能说明该不良反应与新原料有
关，且不良反应也未必一定与人体健康的安
全性相关。

42 附件 9

6. 已有国际权威安全评价机构
评价结论认为在化妆品中使用
是安全的新原料，应提交评估
报告的原文及完整翻译件、评
估过程、评估结论及实验室资
质分析等相关资料。境外已批
准的化妆品新原料，还应提交
批准证明。

6. 凡已有国外（地区）权威机构
评价结论认为在化妆品中使用是
安全的新原料，且能够提供充分
的证据材料证明该原料在境外上
市化妆品中已有三年以上安全使
用历史，申报时不需提供毒理学
试验资料，但应提交国外（地区）
评估的结论、评价报告及相关资
料。国外（地区）批准的化妆品
新原料，还应提交批准证明。

不同机构 / 国家在进行安全性评估时会有一
些细节上的差别，很难把这些评价报告一一
对应转化为目前申报资料上的项目。评估报
告中的毒理学试验项目更是很难分离出来，
评估机构很多是引用已经发表的文献资料的
结论，并没有报告的详细内容。
建议该项保留 2011 年发布的《化妆品新原料
申报与审评指南》要求，同时增加 3 年境外
安全使用历史的要求。

43 附件 10 一、基本信息
1. CAS 登记号

建议删除
该信息是很多企业的核心机密。企业可以把
该信息透露给政府，但应允许企业保守这商
业机密。

43 附件 10
（四）分子式、结构式及分子
量 / 原料制备信息（根据原料
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请删除这条。 涉及机密信息。

43　 附件 10 （五）性状及理化常数 （五）性状及理化常数指标 指标说法更准确

43 

二、技术要求
（一）原料使用目的
（二）原料适用或使用范围
（三）安全使用量
1. 在化妆品中使用限量要求

二、技术要求
（一）原料使用目的
（二）原料适用或使用范围
（三）安全使用量推荐使用量
1. 在化妆品中使用限量要求推荐
使用量

44 附件 10

三、检验方法
（一）鉴别试验方法
（二）纯度 / 含量测定方法
（三）相关组分限量要求的测
定方法

请删除这条。
三、检验方法
（一）鉴别试验方法
（二）纯度 / 含量测定方法
（三）相关组分限量要求的测定
方法

涉及机密信息。有些测试方法是针对特有原
料研制的，不需要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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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附件 10 
四、其他要
求

四、其他要求
（三）保质期

四、其他要求
（三）保质期使用期限

1.《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描述为“使用期限”。
建议保持一致。
2. 行业内很多原料企业的分析报告单（CoA）
上显示的是“复测期”，而不是“保质期”， 使
用期限可由多个“复测期”组成。这符合国际
相关指南文件要求（如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
术协调会 (ICH) 指南文件）。
3. 建议修改，以避免成品企业误以为原料必
须显示“保质期”，不接受 “复测期”这一符合“使
用期限”要求的原料行业合规做法，避免在业
内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第 46 页
第二十五条
（附件 11）

五、不良反应监测
化妆品新原料注册人、备案人
分别阐述使用新原料的不同化
妆品注册人、备案人的不良反
应监测制度及化妆品不良反应
统计分析情况及采取措施，并
形成新原料不良反应监测的汇
总分析报告。一）使用新原料
的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的不
良反应监测制度建设情况及负
责不良反应监测与评价工作人
员情况；…

建议删除此条（五（一））。
一）使用新原料的化妆品注册人、
备案人的不良反应监测制度建设
情况及负责不良反应监测与评价
工作人员情况； 

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 18,23 及 52
条，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应自行设置不良
反应监测制度，并及时向国家化妆品不良反
应监测机构汇报不良反应情况；同时，新原
料注册人、备案人作为原料的生产企业，无
法获得使用新原料的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
的企业内部具体的不良反应监测制度建设情
况及负责不良反应监测与评价工作人员情况，
因此建议删除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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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五、不良反
应监测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对
于国内外首次使用的新原料应
根据原料的保质期，在 3 年监
测期内逐年补充提供其剩余保
质期的长期保存试验资料。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对于
国内外首次使用的新原料应根据
原料的保质期使用期限，在 3 年
监测期内逐年补充提供其剩余保
质期使用期限的长期保存试验资
料。

1.《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描述为“使用期限”。
建议保持一致。
2. 行业内很多原料企业的分析报告单（CoA）
上显示的是“复测期”，而不是“保质期”， 使
用期限可由多个“复测期”组成。这符合国际
相关指南文件要求（如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
术协调会 (ICH) 指南文件）。
3. 建议修改，以避免成品企业误以为原料必
须显示“保质期”，不接受 “复测期”这一符合“使
用期限”要求的原料行业合规做法，避免在业
内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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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原料安全
监测报告样
例

表 1 使用新原料的化妆品汇总
信息 第三列表头 “化妆品新原
料注册人、备案人名称”

表 1 使用新原料的化妆品汇总信
息 第三列表头 “化妆品注册人、
备案人名称”

该表收集的是使用该新原料化妆品的信息，
因此根据逻辑，此处应该是化妆品企业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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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原料突发
情况报告样
例

表 1 使用新原料的化妆品汇总
信息 第三列表头 “化妆品新原
料注册人、备案人名称”

表 1 使用新原料的化妆品汇总信
息 第三列表头 “化妆品注册人、
备案人名称”

该表收集的是使用该新原料化妆品的信息，
因此根据逻辑，此处应该是化妆品企业的信
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