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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儿童化妆品监管法规落地

明年1月1日起施行

������近年来我国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持续增长。 为规范儿童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加强儿童

化妆品监督管理，日前，国家药监局发布《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这

是我国首个专门针对儿童化妆品监管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记者从国家药监局官网获悉，公告

明确提出，除标签要求以外，其他关于儿童化妆品的规定自 2022年 1月 1日起施行。

进入秋季，“秋燥”当令的环境下，皮

肤进入了“多事之秋”，如何护肤也变得

十分重要。 本期美丽健康有约栏目由南

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皮肤一科主治医

师陈阳霞来为大家普及秋季护肤的相关

知识。

陈医生介绍， 进入秋季空气变得干

燥， 人的皮肤就像树木一样代谢变得缓

慢， 如果我们保持跟夏季一样的护肤方

法，皮肤很难保湿，就会出现干燥、敏感

等多种不适的情况。

那么区别于夏季， 秋季该如何科学

护肤呢？ 陈医生从洁面、保湿、敷面膜、防

晒四大方面进行了一一讲解。

温和洁面。 夏季天气炎热，皮肤代谢

快， 很多人反馈面部尤其是 T 区出油厉

害，因此洁面采用清洁功能强、含水杨酸、

酮康唑等控油杀菌成分的洁面产品；而秋

季皮肤干燥敏感，采用一些温和、含马齿

苋或甘草等抗过敏成分、清洁力度小的洗

面奶，可以更好地保持面部的水油平衡。

保湿要更强。夏季保湿一般选用清爽

型的比如含烟酰胺的保湿水和保湿乳，秋

季容易发生干燥敏感情况，则建议采用一

些保湿性能更强比如含维生素 E、 尿囊

素、玻尿酸的保湿乳或保湿霜。

敷常温面膜。敷面膜是一个很好的保

湿手段，可以迅速补充面部水分。 但秋季

皮肤代谢降低，敷面膜的吸收效果相比夏

季会大打折扣，因此可以采用一些小技巧

来提高敷面膜补水的效率。夏季一般把面

膜放冰箱冷藏后敷，秋季则建议敷常温面

膜，或者敷面膜前先用温水轻微冲洗一下

面部或者蒸汽蒸脸，这样有助于打开我们

的毛孔，加快我们面部皮肤的代谢，敷面

膜补水的效率会倍增。

使用滋润性防晒霜。 夏季皮肤代谢

快，出油相对多，一般采用清爽清透型的

防晒乳薄涂，而秋季空气干燥，建议采用

偏滋润型的防晒乳或防晒霜；另外，建议

增加物理硬防晒，如采取戴口罩、戴帽子、

打伞等等方式。

信息时报记者 袁婵

有约美丽健康

秋季科学护肤，掌握四个关键点

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皮

肤一科主治医师陈阳霞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强

儿童化妆品市场监管。“全国

化妆品安全科普宣传周”活动

重点宣传儿童化妆品安全使

用知识； 全国各地有序启动、

开展儿童化妆品专项检查，覆

盖备案、生产、经营等环节，严

厉打击违法行为。

国家药监局也从严监管儿童化

妆品。 今年 5 月 1 日落地实施的《化

妆品分类规则和分类目录》中，将婴

幼儿和儿童人群划分开，并要求美容

修饰的功效宣称只适用于儿童人群；

6 月 18 日，《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

定

（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

深圳市思其晟公司 CEO 伍岱麒

在接受信息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

今《规定》出世，儿童化妆品成为重点

监管对象， 将大幅提高违法成本，同

时也提高了企业的主体责任。 随着法

规条文的逐渐完善、惩罚力度的不断

加大，在保证消费者权益之外，也将

不断推动儿童化妆品市场走向良性

发展的轨道。

浙江中贸合规中心 CEO 舒婷婷

认为， 儿童化妆品监管逐步趋于严

格， 将对化妆品企业的研发实力、市

场洞察能力、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和控

制能力等提出更高的要求。

还有化妆品业内人士认为，随着

法规和监管的落地， 不合规产品的

“清理” 势必会为市场扯开巨大的需

求裂口，而这或将为试图入局儿童化

妆品的品牌带来新机会。

近年来我国儿童化妆品市场

规模持续增长。 Euromonitor 调研

显示， 儿童护肤品的国内市场总

额在 2018 年已经达到约 197 亿

人民币和 15%的增长率。 此速度

领先于成人护理品市场的 12.3%，

并有望在今后的数年时间内继续

保持此势头，到 2023 年预计可达

400 亿人民币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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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彩妆比上年增长

300%;2020 年 5 月，儿童化妆品的

整体销售额同比增长超 1200%。

然而繁荣背后， 儿童化妆品

市场乱象丛生。 据了解， 今年年

初，一则《“大头娃娃”卷土重来？！

背后真相令人发指! 》的短视频引

起了轩然大波。 随后，“消字号”的

宝宝霜乱象在继2019年江西省永

丰县曝出的违法添加激素“宝宝

霜”之后再次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儿

童化妆品”发现，儿童彩妆产品多

以套盒形式出现， 上架商铺多为

玩具店、母婴店，极少在化妆品店

铺进行售卖。 另外，这些儿童彩妆

套盒多数带有“装扮玩具”、“玩具

套装”等字样，和玩具产品搭配销

售。

据央视新闻调查， 当下许多

流行于市场的“儿童化妆品”，根

本不具备任何生产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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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共 22 条，内容涉及儿

童化妆品的定义、标签要求、配方

设计原则、安全评估、生产经营要

求等。

根据《规定》，儿童化妆品是

指适用于年龄在 12 岁以下

（含

12

岁 ）

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

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 标识“适用

于全人群”“全家使用” 等词语或

者利用商标、图案、谐音、字母、汉

语拼音、数字、符号、包装形式等

暗示产品使用人群包含儿童的产

品，按照儿童化妆品管理。

《规定》指出，儿童化妆品应

当在销售包装展示面标注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儿童化妆品

标志， 且非儿童化妆品不得标注

儿童化妆品标志。 不仅如此，《规

定》 还提出， 儿童化妆品应当以

“注意”或者“警告”作为引导语，

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应当在

成人监护下使用”等警示用语。 据

悉，6 月 18 日，国家药监局发布意

见稿时， 已面向全社会征集了儿

童化妆品标志， 不过目前该标志

暂未发布。

规定儿童化妆品定义及配方原则

市场繁荣背后乱象丛生

监管趋严

市场走向良性发展

《规定》部分内容

●

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

遵循安全优先原则 、 功效必需原

则、配方极简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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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因其

他目的使用可能具有上述功效的

原料时，应当对使用的必要性及针

对儿童化妆品使用的安全性进行

评价；

●

儿童化妆品应当从原料的

安全 、稳定 、功能 、配伍等方面 ，结

合儿童生理特点，评估所用原料的

科学性和必要性， 特别是香料

香精、着色剂、防腐剂及表面

活性剂等原料。

□

信息时报记者 袁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