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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创卓越，至臻无限

如何保证美丽时尚与安全兼得?

化妆品与个人护理行业一站式解决方案



化妆品与个人护理产品的
质量和安全管理

控制您的投入和产出

随着化妆品行业的国际监管力度不断加

强，化妆品企业符合相关的质量和安全

要求至关重要。

定制化服务

SGS的服务涉及化妆品供应链的方方面

面：从产品配方至最终消费者。能够为化

妆品及个人护理行业提供合规性审核、差

距分析以及相关标准的培训服务等。

审核服务

　化妆品全球最高标准ISO 22716:2007
ISO 22716:2007 Cosmetic-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Guidelines 
on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s化
妆品良好生产规范，由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于2007年发布。ISO 22716参
考了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的基本原

理而制定，充分考虑了化妆品生产企业

的行业特殊性和产品质量安全的高要

求，适用于全世界任何规模的组织。

SGS化妆品与个人护理行业全面的

GMP解决方案：

涵盖产品质量和安全的各个方面，

适合世界各地任何的相关组织

安全和质量一直都是品牌的象征，也是

培养忠实客户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事

实证明，供应链中某一个薄弱环节或是

轻微质量缺陷所导致的消费者皮肤或健

康问题都可能导致品牌形象受损。

随着化妆品供应链的不断成熟，当

今，对整个化妆品供应链相关的法规

要求与日俱增。从2013年7月11日开

始，欧盟经济区市场中销售的化妆品

必须符合新颁布的化妆品法规（EC）

NO.1223/2009的要求。

您已经关注化妆品及个人护理产品GMP 
符合性了吗？

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 ion of 
Southeast  As ian Nat ions，缩写

ASEAN，简称东盟），由东盟十国：文

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

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

南组成。为实现东盟自由贸易，相互签

署‘东盟相互认可框架协定议定书’。在

化妆品领域，东盟各国要求产品上市

前的注册批准，但在其互认框架下，

当化妆品企业获得东盟任何一个成员

国的注册批准后，将能很快得到其他

国家认可。

实施化妆品GMP的益处：

•　保证产品安全

•　提升产品质量

•　降低产品对消费者造成伤害的风险

•　消除危险事故

•　增强产品竞争力

•　有效控制成本

•　获得国际认可

培训

我们为您提供的化妆品GMP培训课程：

　管理体系类

•　ISO 22716培训

•　 ISO 22716和ISO 9001质量管理体

系整合培训

　专题技术类

•　 化妆品／卫生用品微生物风险分析

与管理培训

•　化妆品／卫生用品虫害控制培训

•　清洗和消毒方法的选择和验证培训

•　 化妆品／卫生用品净化厂房维护技

术培训

•　化妆品／卫生用品检验抽样方案培训

•　 欧美、日本、东盟化妆品法律法规

培训

•　化妆品与REACH法规培训

•　化妆品／卫生用品微生物检测技术

•　 化妆品／卫生用品实验室认可培训

ISO 17025
　客户定制类

•　 客户需求定制化的化妆品GMP和管

理体系建立和运行培训

•　 企业差距分析和定制化的管理提升

培训

•　 贸易类型买家、品牌拥有者供应商

验厂培训

•　 以及其他可以为企业提供量体裁衣

式的定制化管理方案

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的监管机构

都以ISO 22716的原则作为化妆品GMP
的指导依据。对于需要遵循欧盟化妆品

法规EC 1223/2009的组织来说，它是

公认的化妆品产品生产、控制、储存、

运输的黄金标准。

除了ISO 22716，针对化妆品原料制造

商应遵循的GMP标准（该标准所针对的

化妆品原料由欧盟公布），SGS还提供

合规性审核和差距分析。

　化妆品原料GMP标准EFfCI:2012
化妆品原料的质量对于保证化妆品和相

关的个人防护用品的安全、质量和功效

是至关重要的。化妆品原料有着范围广

泛的用途，是化妆品配方的主要成份。

因此，化妆品原料适用的良好操作规范

（GMP）是必不可少的。

EFfCI（European Federat ion for 
Cosmetic Ingredients）是欧洲化学和

天然原料行业协会的英文简称，该协会

成立于2000年，是欧洲化妆品行业的供

应商和服务提供商联盟。

EFfCI化妆品原料GMP，是由EFfCI
发布的认证标准，其根本理念，是

为化妆品原料制造商提供一个更适

合的、有别于化妆品的、具有可操

作性的良好操作规范执行工具。自

2005年成功推行、2008年标准更新以

来，EFfCI:2012 GMP是印刷发行的第

三版标准，完全整合了ISO 9001:2008
标准的内容，在确保反映ISO 9001标
准最新版本内容的同时，还参考了药品

和食品GMP要求，加入了质量风险管理

方法，以帮助化学合成和相关制造过程

执行适当的GMP原则。

　 化妆品美国标准US FDA Cosmetic 
GMP（2008）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

2008年4月更新的化妆品GMP指南，从

建筑和基础设施、设备、人员、原材

料、生产、实验室控制、记录、标签、

投诉和法规要求等10个方面，对化妆品

生产企业如何执行良好生产提出了规范

要求。

　 化妆品东盟A S E A N标准A S E A N 
Cosmetic GMP（2003）



作为一个值得信赖的第三方机

构，SGS帮助您有效地管理质量、

安全和可持续性。

更多详情请登录www.training.cn.sgs.com
查看SGS全球的课程时间表。

实验室检测和其它相关服务

SGS的实验室网络提供了多种化妆品检

测及测试服务和解决方案来帮助您了解

产品成分和最终产品的质量。在生产过

程的每个阶段和整个供应链上我们也进

行安全测试和稳定性研究。

我们的相关服务包括：

•　 针对REACH和其它监管要求的合规

性评估

•　 协助准备化妆品毒理学验证的档案

资料

•　成份和标签审查

•　产品风险评估

•　消费者面板测试

•　 成份真实性：棕榈油可持续圆桌会

议（RSPO）认证

共创卓越

•　生态设计和生命周期分析

•　商标保护打假服务

为何与第三方合作?

通过依靠外部专家，您可以进行更有效

的管理并且能够提升质量、提高投入产

出比。我们拥有全球独立的网络和化妆

品GMP生产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资格的审

核员。在世界任何地方，您都可以找到

精通当地语言且了解当地化妆品原料、

中间产品和终产品生产者以及其它相关

供应商文化的SGS员工为您提供全球统

一、可靠高效的专业服务。此外，我们

的全球大客户管理团队负责沟通和技术

解释，监督执行过程，并采用标准化报

告格式，这不仅使执行更有效率，而且

使您的工作变得更便捷。

为何选择SGS?

SGS是全球检验、鉴定、测试和认证

服务的领导者和创新者，也是公认的

品质与诚信的全球基准。SGS拥有超过

85,000名员工及1,800多个分支机构及

实验室，服务网络遍及全球。

优化流程、体系和技能是您不断取得成

功，获得持续增长的根本。SGS通过提

高绩效、管理风险、更好地满足利益相

关者需求及可持续性管理等手段来改变

组织的服务和价值链，使组织获得不断

提高。

作为全球性公司，我们成功完成了诸多

规模庞大、内容复杂的国际项目。在世

界任何地方，您都可以找到精通当地语

言且了解当地市场的SGS员工，为您提

供全球统一、可靠高效的专业服务。

SGS为化妆品产品的制造商、经销商和

供应商提供产品质量保证和产品控制解

决方案。我们的审核员熟知您产品的特

性，并且能在评估您的质量管理体系时

运用这些知识。他们将这些知识运用到

审查所有从原料验收到产品的出厂、运

输、分销这些关键步骤中。我们的实验

室为您提供符合安全性整合特定客户解

决方案，并协助您控制从原料到包装的

产品质量，使其符合所适用的法规。

SGS的做法透明且合乎逻辑，这使得SGS
成为独立的理想合作伙伴，帮助您追求

持续改进。我们根据人员的技术专长、

商业头脑来选择和培训专家，专家的客

观性、道德、保密性没有任何问题。

想要提高您的化妆品产品的质

量和安全，请联系 S G S。发邮

件 至 C B E . C h i n a @ s g s . c o m或 者

登 录 w w w . s g s g r o u p . c o m . c n /
cosmeticsGMP。您也可以通过以

下联系方式联系我们，我们将竭

诚为您服务。

联系方式：

华北：孙小姐

Tel:（86）10 6845 6699-809
华中：肖小姐

Tel:（86）512 6299 3725
华南：卿小姐

Tel:（86）20 8215 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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