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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市场乱象丛生，化妆品竟被当玩具来卖……

儿童化妆品将被“独立监管”

□

信息时报记者 袁婵

目前， 化妆已经不仅仅局限于

成年人群体， 儿童化妆品市场也成

为市场不可忽视的潜力股。 但繁荣

背后， 儿童化妆品在安全性方面存

在着种种问题, 给消费者带来困扰。

日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儿童

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征求意见

稿）》

（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

求意见。 据悉，随着《征求意见稿》的

逐渐落地， 儿童美妆市场相关法规

体系的空白也逐渐完善， 儿童化妆

品将进入独立监管的时代。

化妆品用户低龄化趋势明显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不止大

人， 如今的很多儿童在接触到化妆

信息时都会跟随模仿学习， 化妆品

用户逐渐低龄化。

据报道， 有统计显示我国每年

至少有 5000 万儿童使用化妆品。

根据考拉海购 2020 年 7 月发布的

数据显示， 儿童彩妆同比上年增长

300%； 2020 年 5 月， 儿童化妆品

的整体销售额同比增长超 1200%。

这个数字在社交媒体上更加

“膨胀”。 在优酷上，儿童化妆品相关

的视频已经多到成为一个单独的品

类。 在小红书、抖音、快手、B 站甚至

淘宝直播等平台搜索“儿童美妆”

“彩妆教学”的关键词，相关推荐总

量有几十万之多。

记者注意到， 电商平台上儿童

彩妆套盒销量靠前的商铺里， 不少

显示的是玩具旗舰店。 价格从几十

元到几百元不等， 几十元的店铺基

本上不能提供质检报告， 定价比较

高的一些店铺提供了检测报告、3C

证书，以及彩妆检验报告，还有一些

声称符合《化妆品卫生规范》要求，

店家还晒出检测报告。

当美妆经济渐渐往低龄方向渗

透，除了专门的儿童美妆品牌，诸如

儿童美容、 美妆派对等项目也在悄

然兴起。 比如，在资生堂，儿童可以

成为线下沙龙店里的小“工作人

员”；在妮维雅，儿童可以成为品牌

护肤配方师； 贩卖故事和快乐的迪

士尼也在做这门生意。

儿童化妆品监管法规呼之欲出

然而繁荣背后， 儿童化妆品市

场乱象丛生。 据央视新闻调查， 当

下许多流行于市场的“儿童化妆

品”， 根本不具备任何资质。 与其

说这些产品是“化妆品”， 不如说

是一种“另类玩具”。 儿童将这些

“玩具” 抹在脸上， 无法得到任何

安全保障。 此外， 一些化妆品里可

能添加激素类成分， 长期使用也会

带来性早熟等危害。 即便是质检合

格的彩妆产品， 对皮肤尚在生长期

的儿童来说， 也容易引起过敏、 皮

炎等不良反应。

儿童美妆市场急需严厉监管是

不争的事实。 儿童节前夕，国家药监

局化妆品监管司发布了今年首个

“儿童化妆品消费安全认知调研”，

并表示将以此次调查结果作为下一

步起草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相关政

策法规的重要依据。6 月 18 日，国家

药监局综合司正式发布了《儿童化

妆品监督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

》，

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反馈意见

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31 日。

《征求意见稿》明确，儿童化妆

品，是指供年龄在 12 岁以下(

含

12

岁

)儿童使用的化妆品。 化妆品注册

人、 备案人要对儿童化妆品的质量

安全和功效宣称负责。 儿童化妆品

应当在销售包装展示面显著位置标

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儿童

化妆品标志(

待征集

)，并在标志正下

方标注产品执行的标准编号。

除此之外， 《征求意见稿》 还

规定， 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

循下列原则： 一是儿童化妆品应当

减少配方所用原料的种类； 二是不

允许使用以祛斑美白、 祛痘、 脱

毛、 除臭、 去屑、 防脱发、 染发、

烫发等为目的的原料。 同时， 《征

求意见稿》 提到， 相关部门未来对

儿童化妆品市场将实行重点监管，

从严处理。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

织化妆品技术审评机构制定专门的

儿童特殊化妆品审评指导原则， 对

申请人提交的注册申请进行严格审

评审批。 此外， 在儿童化妆品的监

管上将从严处理。

据悉，随着《征求意见稿》的逐

渐落地， 儿童美妆市场相关法规体

系的空白也在逐渐完善， 这标志着

我国有望迎来首个儿童化妆品监管

法规， 儿童化妆品将进入独立监管

时代。

有利于行业的

长期健康发展

“儿童美妆行业乱象频发， 暂时还没较

为完整的规范制度来监管，而如果仅按照儿

童玩具的标准进行检测，会危害儿童身体健

康。 ”业内人士指出，儿童皮肤容易感染，免

疫力也较低，而化妆品含有一些香精、防腐

剂、香料等。 短期使用，容易出现过敏性皮

炎，长期使用，可能影响身体。

该业内人士认为，儿童化妆品行业亟待

加强监管，建议明确规范“儿童化妆品”的市

场定义，对打着“儿童玩具”旗号的化妆品市

场进行抽检和严查，“同时，不太建议儿童购

买此类化妆品，如果要买一定要到有正规营

业执照的商场、店铺，或者有资质的电商平

台购买，选择有相关生产许可证的正规儿童

化妆品厂家的产品。 ”

“不少企业会把儿童化妆品当成玩具来

卖，这些所谓的玩具里面就会掺杂一些三无

产品。 ”广东省化妆品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刘

忠表示：“另外，还有一些儿童化妆品在功效

方面存在夸大或者虚假宣传的情况。比如一

些产品只能做到清洁和爽身，但企业在宣传

时非要给产品扣上祛湿疹、 防止红屁股的

‘帽子’，这些乱象都需要进一步监管整治。”

刘忠还表示，此次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将

对违规生产的“小作坊”造成打击，对正规的

儿童化妆品企业来说是一种利好，也有利于

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 另外，行业也期待儿

童化妆品标准能够更加细致，比如就哪些原

材料可以添加及添加含量等问题进行规定。

有约美丽健康

水光针火了！ 有这些情况不能打

如今“轻医美” 火了。 水光针

作为入门级医美项目也越来越受到

大众欢迎。 该项目是通过针剂突破

表皮， 直接将透明质酸和其他营养

成分输送到真皮层， 以达到保湿补

水、 改善肤色、 收缩毛孔等效果。

虽说好处多多， 但市面上水光针品

牌类型多、 价格跨度大、 功能也各

有千秋......市民如何选？ 又该怎么避

雷呢？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医美与艺

术分会委员、 广州美莱医疗美容皮

肤一科主诊医师涂罕灯有几点建议

供大家参考。

什么人不能打水光？

涂医生建议，患者在炎症性痘痘

爆发期时不能打；其次在敏感急性炎

症期不能打，这个时期应该多做一些

舒缓的治疗；此外，在有扁平疣或单

纯疱疹等传染性皮肤问题时不能打，

患者应该先医治好这些问题后再打

水光，避免全面部感染。

水光针手打好还是机打好？

水光针分机打和手打，这两种打

法又有何区别呢？ 涂医生介绍，机打

水光针创伤更小，单点注射量更加均

匀，且基本无痛感，适合时间紧，不想

要恢复期的小伙伴。而手针注射则更

适合一些细节部位的调整， 比如眼

周、口周、法令纹和鼻子。“最好是手

针和机打相互配合，这样既可以均匀

的分布，又可以保证细节部位得到更

明显的改善。 ”

水光到底是打深一点好还是打

浅一点好？ 在涂医生看来，水光注射

到皮肤真皮的中浅层效果是最好的，

深度大概在 0.8-1.2mm 左右，因为这

个层次是我们皮肤合成胶原蛋白和

玻尿酸最多的地方。

多久打一次比较好？

水光针多久打一次？ 涂医生建

议，前三次注射可以每月一次，后续

再每两个月打一次来维持和巩固效

果。 涂医生表示，大部分水光针里面

的成分被皮肤利用吸收的时间在半

个月左右，待全部吸收完后再给细胞

一个消化和发挥作用的时间。所以前

三次建议大家每个月一次，三次之后

皮肤有明显疗效后，即可转入维持巩

固期。

此外，水光针注射的美容成分不

同，美容效果也会有差异。比如，在水

光针里添加肉毒毒素，针对面部反复

潮红如玫瑰痤疮或者是“大油田”的

皮肤很有效；此外添加谷胱甘肽和维

生素 C 有助于皮肤美白和抗氧化。

总之对于很多爱美的朋友来说，

水光针是非常有利皮肤的。但需要提

醒的是，水光针的注射一定要去正规

的医院，在注射水光针之后要注意饮

食清淡以及保持皮肤的清洁和补水，

将风险降到最小化才能使健康与美

丽并存。

信息时报记者 郑晓慧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医美与艺术分会委员、

广州美莱医疗美容皮肤一科主诊医师涂罕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