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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296.3—2008 

I 

前    言 

GB 5296 的本部分除第7章为推荐性条款外，其余为强制性条款。 

本部分代替GB 5296.3-1995《消费品使用说明－化妆品通用标签》。 
本部分实施之日起，生产和进口的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的化妆品应符合本部分要求。 
本部分与GB 5296.3-1995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增加了引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75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 增加了引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8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
条例实施办法》； 

—— 3.1条化妆品定义中删除了产品对使用部位可以有缓和作用的语句； 
—— 补充了 3.5、3.6、3.7条的术语和定义； 
—— 增加了第 4章 b）的标签的形式； 
—— 增加了标注化妆品成分的要求； 
—— 增加了 8.2可以免除标注的条款； 
—— 增加了 9.3化妆品标签中允许同时使用少数民族文字。 
 
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香料香精化妆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寒洲、陈洪蕊、焦晨星、张昱、闫峻、姜宜凡。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 5296.3－1987； 
—— GB 5296.3－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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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使用说明 
化妆品通用标签 

1 范围 

GB 5296 的本部分规定了化妆品销售包装通用标签的形式、基本原则、标注内容和标注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的化妆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 5296 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

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75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8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全国香料香精化妆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卫生部化妆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联合编译《化妆品成分国

际命名（INCI）中文译名》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GB 5296 的本部分。 
3.1  

化妆品 cosmetics 
以涂抹、洒、喷或其它类似方式，施于人体表面任何部位（皮肤、毛发、指甲、口唇等），以达到

清洁、芳香、改变外观、修正人体气味、保养、保持良好状态目的的产品。 
3.2  

标签 labelling 
粘贴或连接或印在化妆品销售包装上的文字、数字、符号、图案和置于销售包装内的说明书。 

3.3  
销售包装 sales packaging 
以销售为目的，与内装物一起交付给消费者的包装。 

3.4  
内装物 contents 
包装容器内所装的产品。 

3.5  
展示面 display panels 
化妆品在陈列时，除底面外能被消费者看到的任何面。 

3.6  

可视面 visible panels 
化妆品在不破坏销售包装的情况下，消费者能够看到的任何面。 

3.7  
净含量 net content 
去除包装容器和其它包装材料后，内装物的实际质量或体积或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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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保质期 shelf life 
在化妆品产品标准和标签规定的条件下，保持化妆品品质的期限。在此期限内，化妆品应符合产品

标准和标签中所规定的品质。 

4 标签的形式 

根据化妆品的包装形状和/或体积，可以选择以下标签形式： 
a) 印或粘贴在化妆品的销售包装上； 
b) 印在与销售包装外面相连的小册子或纸带或卡片上； 
c) 印在销售包装内放置的说明书上； 

5 基本原则 

5.1 化妆品标签所标注的内容应真实。所有文字、数字、符号、图案应正确。 
5.2 化妆品标签所标注的内容应符合现行国家法律和法规的要求。 

6 必须标注的内容 

6.1 化妆品的名称 
6.1.1 化妆品的名称应反映化妆品的真实属性，简明易懂。 
6.1.2 化妆品的名称应标注在销售包装展示面的显著位置，如果因化妆品销售包装的形状和/或体积的
原因，无法标注在销售包装的展示面位置上时，可以标注在其可视面上。 
6.1.3 系列产品的序号或色标号允许标注在销售包装的可视面上。 
6.2 生产者的名称和地址 
6.2.1 应标注经依法登记注册、并承担化妆品质量责任的生产者名称和地址。 
6.2.2 委托生产或加工化妆品的生产者名称和地址的标注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80 号规
定执行。 
6.2.3 进口化妆品应标注原产国或地区（指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的名称和在中国依法登记注册的

代理商、进口商或经销商的名称和地址。可以不标注生产者的名称和地址。 
6.2.4 生产者、代理商、进口商或经销商的名称和地址应标注在销售包装的可视面上。 
6.3 净含量 
6.3.1 定量包装的化妆品应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75号规定标注净含量。 
6.3.2 净含量应标注在化妆品销售包装的展示面上，如果因化妆品销售包装的形状和/或体积的原因，
无法标注在销售包装的展示面位置上时，可以标注在其可视面上。 
6.4 化妆品成分表 1） 
6.4.1 在化妆品销售包装的可视面上应真实地标注化妆品全部成分的名称。 
6.4.2 成分表应以“成分：”的引导语引出。 
6.4.3 成分名称的标注顺序 
6.4.3.1 成分表中成分名称应按加入量的降序列出。如果成分表中同一行标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成分

名称时，在各个成分名称之间用“、”予以分开。 
6.4.3.2 如果成分的加入量小于和等于 1％时，可以在加入量大于 1％的成分后面按任意顺序排列成分
名称。 
6.4.3.3 多色号的化妆品在标注着色剂时，应在成分表的结尾插入“可能含有的着色剂：”作为引导

语，然后可以按任意顺序排列所有颜色范围的着色剂。 

                                                        
1） 自 GB5296的本部分发布之日起两年后生产的化妆品应执行本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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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标注的成分名称 
6.4.4.1 标注的成分名称应采用《化妆品成分国际命名(INCI)中文译名》中的成分名称。如果该成分
为《化妆品成分国际命名(INCI)中文译名》中没有覆盖的名称，可依次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名称、
化学名称或植物学名称。 
6.4.4.2 香精中的香料、辅助成分、载体可以不标注各自的成分名称，而采用“香精”这个词语列在

成分表中。 
6.4.4.3 着色剂的名称采用着色剂索引号（染料索引号）的英文缩写“CI”加上着色剂索引号，如：
“CI 12010”，“CI 15630（3）”等。如果着色剂没有索引号，则可采用着色剂的中文名称。 
6.4.5 由于化妆品销售包装的形状和/或体积的原因，无法标注成分表时，可以适当缩小字体，或采用
GB 5296本部分第 4章 b）、c）的形式标注。对净含量不大于 15g或 15mL的产品，按 8.1执行。 
6.5 保质期 
6.5.1 保质期应按下列两种方式之一标注： 

a) 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b) 生产批号和限期使用日期。 

6.5.2 标注方法 
—— 生产日期的标注: 采用“生产日期” 或“生产日期见包装”等引导语，日期按 4 位数年份和

2位数月份及 2位数日的顺序。如标注：“生产日期 20020112”或“生产日期见包装”和包装
上“20020112”，表示 2002年 1月 12日生产； 

—— 保质期的标注：“保质期×年”或“保质期××月”； 
—— 生产批号的标注：由生产企业自定； 
—— 限期使用日期的标注：采用“请在标注日期前使用”或“限期使用日期见包装”等引导语，

日期按 4位数年份和 2位数月份和 2位数日的顺序。如标注：“20051105”，表示在 2005年
11月 5日前使用。日期也可以按 4位数年份和 2位数月份的顺序。如标注：“200505”，表
示在 2005年 5月 1日前使用。 

6.5.3 除生产批号外，限期使用日期或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应标注在化妆品销售包装的可视面上。 
6.6 应标注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号、卫生许可证号和产品标准号，其中产品标准号可以不标注年代号。

没有实行生产许可证和/或卫生许可证的产品不需标注生产许可证号和/或卫生许可证号。生产许可证
号、卫生许可证号应标注在化妆品销售包装的可视面上。 
6.7 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应标注进口化妆品卫生许可备案文号。 
6.8 特殊用途化妆品应标注特殊用途化妆品批准文号。 
6.9 凡国家有关法律和法规有要求或根据化妆品特点需要时，应在化妆品销售包装的可视面上标注安

全警告用语。安全警告用语应以“注意：”或“警告：”等作为引导语。 

7 宜标注的内容 

7.1 必要时，应标注化妆品的使用指南或使用指南的图示。 
7.2 必要时，应标注满足保质期或限期使用日期的储存条件。 

8 其它 

8.1 对净含量不大于 15g或 15mL的产品，只需标注 6.1、6.3、6.4、6.5和 6.2中生产者的名称的内容，
其中 6.4的内容可以标注在 GB 5296本部分第 4章 a）、b）、c）之外的说明性材料中。 
8.2 供消费者免费使用并有相应标识(如赠品、非卖品等)的化妆品，可以免除标注 6.3 和 6.4 及 6.6～
6.8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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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基本要求 

9.1 化妆品标签的内容应清晰，应保证消费者在购买时醒目、易于辨认和阅读。 
9.2 化妆品标签所用的文字除依法注册的商标外，应是规范的汉字。 
9.3 本部分规定的标签内容允许同时使用汉语拼音或少数民族文字或外文，但应拼写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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