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立法宗旨）为加强化妆品标签监督管理，规范

化妆品标签使用，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根据《化妆品监督

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经营的

化妆品的标签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定义）本办法所称化妆品标签，是指产品包装

容器、包装盒、随附于产品的说明书，以及包装容器、包装

盒和说明书上附有的用以辨识说明产品基本信息、属性特征

和安全警示等的文字、符号、数字、图案等的总称。 

第四条（原则要求）化妆品的最小销售单元应当有标签。

标签应当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和技术

规范要求，标签内容应当真实、完整、准确，并与产品注册

或备案的相关内容一致。 

化妆品标签应当清晰、持久，易于辨认、识读，不得有

印字脱落或者粘贴不牢等现象，不得采用多层标签的形式进

行标注，不得以粘贴、剪切、涂改等方式对涉及产品安全性

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或者补充。 

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对化妆品标签的合法性、完整性

和真实性负责。 

第五条（进口产品标签）进口化妆品可以直接使用中文

标签，也可以加贴中文标签；加贴中文标签的，中文标签有



关产品安全、功效宣称的内容应当与原标签相关内容对应一

致。 

第六条（标签内容）化妆品标签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产品名称、特殊化妆品注册证编号； 

（二）注册人、备案人的名称、地址，注册人或备案人

为境外企业的，应当同时标注境内责任人的名称、地址； 

（三）生产企业的名称、地址，国产化妆品应当同时标

注生产企业生产许可证编号； 

（四）产品执行的标准编号； 

（五）全成分； 

（六）净含量； 

（七）使用期限； 

（八）使用方法； 

（九）安全警示用语； 

（十）法律、行政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应当标注

的其他内容。 

具有包装盒的产品，还应当同时在接触内容物的包装容

器上至少标注第（一）（七）项内容。 

第七条（标签文字要求）化妆品标签应当使用规范汉字。

使用其他文字或符号的，应当在产品销售包装上使用规范汉

字予以相应的解释说明，网址、境外企业的名称和地址及约

定俗成的专业术语等必须使用其他文字的除外。 

同一展示面上其他文字字体的字号应当小于或等于规

范汉字字体的字号。 



第八条（商标名、通用名、属性名要求）化妆品产品名

称一般由商标名、通用名和属性名三部分组成，商标名、通

用名和属性名应当符合下列规定要求： 

（一）商标名的使用除符合国家商标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外，还应当符合国家化妆品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不得以商标名的形式宣称医疗效果或产品不具备

的功效。以原料名称或暗示含有某种原料的用语作为商标名，

产品配方中含有该种原料的，应在销售包装可视面对其使用

目的进行说明；产品配方不含有该原料的，应当在销售包装

可视面明确标注产品不含该原料，原料名称仅作商标名使用； 

（三）通用名应当准确、客观，可以是表明产品原料或

描述产品用途、使用部位等的文字。使用具体原料名称或表

明原料类别词汇的，应当与产品配方成分相符，且该原料在

产品中产生的功效作用应当与产品功效宣称相符。使用动物、

植物及矿物等名称描述产品的香型、颜色或形状的，配方中

可不含此类原料，命名时可以在通用名中采用动物、植物及

矿物等名称加香型、颜色或形状的形式，也可在属性名后加

以注明； 

（四）属性名应当表明产品真实的物理性状或形态； 

（五）不同产品的商标名、通用名、属性名相同时，其

他需要标注的内容应当在属性名后加以注明，包括颜色或色

号、防晒指数、气味、适用发质、肤质或特定人群等内容。

约定俗成、习惯使用的化妆品名称可以省略通用名或属性名； 

（六）商标名、通用名或属性名单独使用时符合本条上



述要求，组合使用时可能使消费者对产品功效产生歧义的，

应当在销售包装可视面予以解释说明。 

第九条（产品名称标注要求）产品中文名称应当在销售

包装展示面显著位置连续标注，且至少有一处以引导语形式

引出。 

化妆品中文名称不得使用字母、汉语拼音、数字、符号

等进行命名，注册商标、表示防晒指数、色号、系列号，或

其他必须使用字母、符号的除外。产品中文名称中的注册商

标使用字母、汉语拼音、数字、符号等的，应当在产品标签

中对其含义予以解释说明。 

特殊化妆品注册证编号应当是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核发的注册证编号，在销售包装的可视面进行标注。 

第十条（企业信息标注要求）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

境内责任人和生产企业的名称、地址等相关信息，应当按照

下列规定要求在产品销售包装的可视面进行标注： 

（一）注册人、备案人、境内责任人和生产企业的名称

和地址，应当标注产品注册证书或备案凭证载明的企业名称

和地址，分别以相应的引导语引出； 

（二）化妆品注册人或备案人与生产企业相同时，可使

用“注册人/生产企业”或“备案人/生产企业”作为引导语，

进行简化标注； 

（三）生产企业名称和地址标注完成最后一道接触内容

物的工序的生产企业的名称、地址。注册人、备案人同时委

托多个生产企业进行生产的，可以同时标注各受托生产企业



的名称、地址，并通过代码或其他形式标出产品的生产企业； 

（四）生产企业具有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的，应当在企业

名称和地址之后标注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以相应的引导

语引出。 

由于销售包装的大小或体积原因，难以在可视面标注全

部生产企业信息的，可通过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指引信息，

在随附于产品的说明书中详细列明。 

第十一条（产品执行的标准编号标注要求）化妆品标签

应当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与产品注册或备案相一致的产

品标准编号。 

产品执行的标准为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应当标注该

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编号；产品执行的标准为注册或备案

时制定的产品标准的，应当标注产品注册证书或备案凭证载

明的产品执行标准编号。 

第十二条（化妆品全成分标注要求）化妆品标签应当在

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化妆品全部成分的名称，并以“成分”

作为引导语引出，并按照配方含量的降序列出。 

化妆品配方中存在含量不超过 0.1%（w/w）的成分的，

所有不超过 0.1%（w/w）的成分应当以“其他微量成分”作

为引导语引出另行进行标注，可不按照配方含量的降序列出。 

化妆品成分应当使用化妆品原料标准中文名称进行标

注。以复配或混合原料形式进行配方填报的，应当以其中每

个成分在配方中的含量作为判别是否为微量成分的依据。 

第十三条（净含量标注要求）化妆品的净含量应当使用



国家法定计量单位表示，并在销售包装展示面上标注。 

第十四条（使用期限标注要求）产品使用期限应当按下

列方式之一在销售包装可视面及直接接触内容物的产品包

装容器上标注： 

（一）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生产日期应当使用汉字或阿

拉伯数字，以四位数年份、二位数月份和二位数日期的顺序

依次进行排列标识； 

（二）生产批号和限期使用日期。标识规则同生产日期，

也可按四位数年份和二位数月份的顺序排列标识。生产批号

标识规则可由生产企业自行规定。生产批号不包含生产日期

信息的，企业应当制定统一的生产批号与生产日期的关联规

则备查； 

（三）生产日期和开盖后使用期限。采用此方式进行标

注的产品保质期应当不少于 36个月。 

销售包装内含有多个独立包装产品时，每个独立包装应

当分别标注使用期限，销售包装的使用期限应当按其中最早

到期的独立包装产品的使用期限进行标注。 

第十五条（使用方法标注要求）为保证消费者正确使用，

需要标注产品使用方法的，应当在销售包装可视面进行标注。 

由于销售包装的大小或体积原因，难以在其可视面标注

全部使用方法相关信息的，可通过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指

引信息，在内置说明书中详细列明。 

第十六条（安全警示用语标注要求）存在下列几种情形

的，应当以“注意”或“警告”作为引导语，在销售包装的



可视面标注安全警示用语：  

（一）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强制性国家标准、

规范对化妆品限用组分、准用组分有警示用语和安全事项相

关标注要求的； 

（二）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强制性国家标准、

规范对适用于儿童等特殊人群化妆品要求标注的相关注意

事项的； 

（三）指甲油、卸甲液、指甲硬化剂、压力灌装溶胶等

易燃性化妆品应当标注“注意防火防爆”的安全警示用语； 

（四）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强制性国家标准、

规范规定其他应当标注安全警示用语、使用方法或储存条件

的。 

第十七条（小规格包装标注要求）化妆品净含量不大于

15g或 15mL的产品，仅需在销售包装可视面上标注产品名称、

注册人或备案人的名称、净含量、使用期限等信息，在直接

接触内容物的包装容器上还应当标注产品名称和使用期限,

其他应当标注的标签信息可以标注在内置说明书或电子标

签中。 

以电子标签形式进行标注的，应当在其图码下方标注

“电子标签”字样，并通过智能手机等常规设备即可扫码识

别。 

第十八条（创新用语）化妆品标签中使用尚未被行业广

泛使用导致消费者不易理解，但不属于禁止标注内容的创新

用语的，应当在相邻位置对其含义进行解释说明。 



第十九条（功效宣称依据）化妆品标签中功效宣称应当

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化妆品功效宣称科学依据包括相关研究

数据、功效评价资料或文献资料。研究数据的来源包括人体

试验、体外试验、消费者使用测试以及其他科学研究试验。 

化妆品标签中宣称原料功效的，应当与该原料在产品配

方中的使用目的相符，且该原料在产品配方中的添加量应当

不低于使产品达到所宣称功效的有效量。 

产品功效宣称评价应当根据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公布的化妆品功效宣称评价指导原则开展。产品的功效宣称

经过具有化妆品人体安全与功效相应资质认定的检验机构

进行人体功效评价试验，且试验结果认为客观有效的，可以

在产品标签上标注该功效“已经过评价验证”。 

第二十条 （功效宣称依据的公示）化妆品标签中功效

宣称的科学依据的摘要应当在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指

定的网站公布，摘要内容应当至少包括功效评价的目的、方

法、结果、结论及评价机构信息，摘要的形式应当符合化妆

品功效宣称指导原则的要求。 

第二十一条（禁止标注或宣称）化妆品标签禁止标注或

宣称下列内容: 

（一）使用医疗术语、医学名人的姓名、描述医疗作用

和效果的词语或已经批准的药品名明示或者暗示产品具有

医疗作用的; 

（二）使用虚假、夸大、绝对化的词语进行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描述的; 



（三）使用尚未被科学界广泛接受的术语、机理或者通

过贬低合法产品或原料等方式编造概念误导消费者的； 

（四）利用商标、字体大小、色差、谐音或者暗示性的

文字、图形、符号误导消费者的； 

（五）通过产品性状、外观形态等进行明示或暗示，误

导消费者易于将化妆品与食品、药品等混淆的； 

（六）利用图案、谐音、字体颜色大小等形式暗示产品

医疗作用或产品不具备的功效的； 

（七）通过宣称所用原料的功能暗示产品实际不具有或

不允许宣称的功效的； 

（八）普通化妆品宣称特殊化妆品相关功效,或非化妆

品通过标注化妆品相关许可或备案号让消费者误认为是化

妆品的； 

（九）使用未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认证认可部

门认可的标识、奖励等进行化妆品安全及功效相关宣称及用

语的； 

（十）利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医疗机构、公益性机

构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名义、形象作证明或者推荐的； 

（十一）含有“保险公司承保”“无效退款”等承诺性

语言的； 

（十二）标注庸俗、封建迷信或其它违反社会公序良俗

的内容的; 

（十三）法律、行政法规和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禁止

标注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二条（禁用语管理）化妆品标签宣称禁用语实施

动态管理。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化妆品监管工作实

际，对化妆品标签宣称禁用语进行实时调整。 

第二十三条（标签瑕疵）化妆品的标签存在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当判定为标签存在瑕疵： 

（一）化妆品标签标注内容存在错别字或标点符号错误，

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 

（二）不涉及产品安全性的化妆品标签标注内容缺少引

导语的； 

（三）化妆品标签不清晰难以辨认、识读的，或者部分

印字脱落或粘贴不牢，但不影响产品质量安全且不会对消费

者造成误导的。 

第二十四条（法律责任）违反本办法第四条规定，化妆

品标签内容与产品注册或备案的相关内容不一致的，按照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二项规定处理。 

违反本办法第四条其他规定的，按照《化妆品监督管理

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处理。 

第二十五条（法律责任）违反本办法第五至第十八条规

定，标签标注的内容和形式不符合化妆品要求的，按照《化

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法律责任）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对

功效宣称科学依据造假，或者对未经人体功效评价试验验证

的化妆品功效宣称，在产品标签标注该功效已经过评价验证

的，特殊化妆品按照《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第



一款规定处理，普通化妆品按照《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

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处理。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化妆品标签中功效宣称科学

依据不充分，未按要求在化妆品标签中宣称原料功效的，或

者未按照要求对产品功效宣称进行评价的，按照《化妆品监

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处理。 

第二十七条（法律责任）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未

公布化妆品功效宣称依据的摘要，或者公布的摘要内容不符

合本办法规定要求的，按照《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

二条第一项规定处理。 

第二十八条（法律责任）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

在产品标签上标注禁止标注或宣称内容的，按照《化妆品监

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处理。 

第二十九条（法律责任）符合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

标签瑕疵情形的，按照《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

第二款规定处理。 

第三十条（法律责任）标签标注的注册人、备案人或生

产企业相关信息不真实，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等相

关信息的，特殊化妆品按照《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

四条第一款规定处理，普通化妆品按照《化妆品监督管理条

例》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处理。 

第三十一条（法律责任）未按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以

“联合研发”“出品人”“监制”等作为引导语标注了其他企

业或机构名称信息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对被标注



的企业或机构进行核实，并按照以下情形处理： 

（一）被标注的企业或机构并未知情的，属于虚假标注

情形，对注册人、备案人按照《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

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处理； 

（二）被标注的企业或机构已经知情同意，但未实际参

与相关生产经营活动的，对注册人、备案人及被标注的企业

或机构，分别按照《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

款第五项规定处理； 

（三）被标注的企业或机构已经知情同意，且参与相关

生产经营活动，但产品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应当根据不同的

违法违规情形，按照《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对

注册人、备案人及被标注的企业或机构一并予以处理。 

第三十二条（补充说明）商业活动中通过免费赠予、试

用等形式提供的化妆品，标签管理按照本办法执行。 

仅供出口销售的化妆品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十三条 （名词解释）本办法所称销售包装等名词

术语的含义如下： 

最小销售单元：以产品销售为目的，将产品内容物随产

品包装容器、包装盒以及产品说明书等一起交付消费者时的

最小包装形式。 

销售包装：最小销售单元的包装。包括直接接触内容物

的包装容器、放置包装容器的包装盒以及随附于产品的说明

书。 

内容物：包装容器内所装的产品。 



展示面：化妆品在陈列时，除底面外能被消费者看到的

任何面。 

可视面：化妆品在不破坏销售包装的情况下，能被消费

者看到的任何面。 

引导语：用以引出标注内容的用语，如“产品名称”“净

含量”等。 

第三十四条（实施日期）本办法自 2021 年××月××

日起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