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拟修订内容征求意见

ZHONGGUO

YIYAO

BAO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主管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３ 日

◎ 官网：
中国食品药品网 www.cnpharm.com

第 173 期 （总 第 5959 期）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140 ◎电子信箱：zbs@health-china.com ◎邮发代号 1-127

星 期 四·今 日 8 版

本报北京讯 （记者满雪） 近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就《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拟修订内容，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
本次《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拟修订内容涉及第一、
二、
三章，
共 13 条。包括：
因勘误，
补充标注内容，
将原
“石棉 不
得检出*”
后增加
“注：
石棉的限值是指在本技术规范中对应
的检测方法检出限下不得检出”
；
因原定义不准确，
将体用化
妆品概念由“宣称用于身体皮肤（不含头面部皮肤）的化妆
品”
修改为
“宣称使用于如躯干和（或）四肢大面积皮肤的化
妆品”
；
因需明确标注要求，
将化妆品准用防腐剂注（1），
由
“d所
有含甲醛或本表中所列含可释放甲醛物质的化妆品，
当成品
中甲醛浓度超过 0.05%（以游离甲醛计）时，
都必须在产品标
签上标印
‘含甲醛’
，
且禁用于喷雾产品”
修改为
“d 所有含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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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市场监管总局
的重要讲话精神。张茅指出，
深化党和国家机
在京召开全体干部大会，举行国家工作人员宪
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法宣誓仪式。会议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化的一场深刻变革，
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深化党
局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按照
和国家机构改革要求，落实总局“三定”规定，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要求，
市场监管
明确总局职责和司局任务，动员广大干部进一
总局党组带领广大干部，提高政治站位，加强
步提高认识、振奋精神、开拓进取，奋发有为地
顶层设计，周密组织部署，
强化服务保障，
坚持
做好新时期市场监管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局
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推进改革，
平稳做好人
长张茅出席会议并讲话。总局副局长马正其
员划转和机构整合工作，
确保过渡期内总局机
主持会议。在京总局领导唐军、田世宏、刘实、 关高效有序运转，顺利完成总局“三定”规定，
秦宜智、申长雨、李利、焦红出席会议。
实现改革和监管“两不误、两促进”，高效有序
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下午 3 时 30
地组建市场监管总局。
分，
在张茅的监誓下，马正其宣布宣誓仪式开
张茅强调，新机构新职责新定位，党中央
始。总局机关 138 名新任司局级干部集体列
国务院对组建市场监管总局寄予厚望，
广大消
队，面向国徽、国旗，同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费者、企业和基层同志等社会各方面寄予厚
歌。领誓人抚按宪法，宣读誓言，其他宣誓人
望。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全系统要以
列队站立，跟诵誓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会议传达学习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9 月
增强“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准确把握
11 日考察市场监管总局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
职责定位，当好“放管服”改革的先行者，当好
本报北京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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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会议现场。

市场公平竞争的维护者，
当好安全底线的守护
者，当好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者，当好高效监管
的实践者，当好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以奋发
有为的精神状态，
努力开创新时代市场监管工
作新局面。
一要强化大局意识，
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
新趋势、新热点，
把握国际竞争的趋势，
增强市
场监管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国际视野，主动把
监管工作放在改革发展大局中去思考去谋
划。二要强化改革意识，
进一步扩大商事制度
改革效应，深化企业准入制度改革，加大生产
许可证改革力度，加大研究建立违法惩罚机
制，加大标准、计量、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改
革，按照“四个最严”要求，改革完善食品药品
监管模式。三要强化创新意识，不仅要加大市
场监管力度，
还要在长效机制和基础制度上下
功夫，要研究建立违法惩罚机制、巨额赔偿制
度、内部举报人奖励制度、风险分担的社会保
险机制，
为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制度

性基础。四要强化进取意识，增强敏锐性、主
动性和监管工作的针对性，积极进取，敢于担
当，服务经济发展全局，推动市场监管改革创
新，更好地履行监管职责。五要强化集体意
识，增强荣誉感和自豪感，增强责任感和使命
感，
为广大干部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发展空
间，
打造一个有凝聚力、有战斗力、有影响力的
监管机构，
形成求真务实、严谨高效、奋发有为
的工作作风，
培育一支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
的执法队伍。六要强化廉洁意识，
深化全面从
严治党，
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素质。
在全系统开展以打击假冒伪劣为重点的
综合执法行动，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特种设备
安全、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切实维护人民
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总局机关各司局，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总
局纪检监察组全体干部，
各直属（挂靠）单位正
处以上干部参加了会议。
（国讯）

奔跑在监管信息化的征程上
改革心语

▶
▶
▶ 回望改革开放

40年 ▶▶▶

□ 李开银
近日，在亳州参加第 34 届全国中药材
交易会期间，
看见交易平台企业分会场赫然
打出“智慧药市 赢得未来”的主题语后，不
禁感叹互联网技术的渗透力、改造力，就连
最为传统的中药材市场，都装上了“互联
网+”
的翅膀，借势腾飞，赢取未来。
思绪不由得回到 20 多年前。当时我在
甘肃省一个地市级药检所工作，
看见电视里
播出计算机课程，就邮购了教材，跟着电视
课程学。1995 年左右，药检所斥“巨资”购
买了一台“586”电脑，用于打印检验报告
书。之后的两三年，这台计算机成了我最好
的“朋友”，几乎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学
习、研究它。期间，甘肃省药检所举办了一
期药品检验报告书打印系统培训班，
在全省
14 个市级药检所推广软件，规范和提升报
告书处理水平。我认真研究了软件的源代

码，发现并修正了其中的错误，并结合本所
实际，完善了软件功能，率先在全省市级药
检所推广应用。之后，
又开发了药检所人员
工资管理、标准查询等系统，让药检所业务
向信息化方向发展。
2004 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推出
药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管理软件，采用
了当时最先进的 C/S 架构，即客户机和服
务器结构。但由于软件客户界面应用开发
比较粗糙，企业 Excel 信息格式要求苛刻，
监管部门和企业都难以运行。省里组织培
训后，我对软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弥
补了其中的不足。当年 4 月，正是甘肃省
药品批发企业换证的最后期限，如果不能
如期换证，企业将面临业务停摆，但软件仍
无法启用，省食药监局借调我帮助解决问
题。我用半天时间安装调试好了软件，企
业换证业务在最后几天顺利开展，一举实
现甘肃省药品批发企业许可证管理信息
化。随后，甘肃省食药监局积极推动市州
食药监局全面启用药品零售许可证管理系
统 ，我 又 承 担 了 全 省 该 项 工 作 的 指 导 任
务。甘肃省成为当年全国顺利启用药品经
营许可证管理软件的几个省份之一，全省

药品监管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
2013 年，甘肃省食药监管全面建立覆
盖省市县乡四级的行政管理、监管执法、技
术支撑和基层监管“四位一体”监管体系，
信息化建设摆上日程。2014 年元旦休假
后上班第一天，省局党组就召开信息化专
题会议，打响了补短板强信息的攻坚战。
构建全省食药监信息系统，首先要建设联
通省市县乡镇食药监机构的传输网络，把
信息高速公路建通。2014 年春节前几天，
在省电子政务办的指导下，甘肃省食药监
局有关人员与省电信公司专家奋战 48 小
时，完成省食品药品监管信息专网建设方
案，通过省电子政务办组织的专家评审，依
托甘肃省政务专网，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完
成专网建设。
四年来，我们按照“目标牵引、问题驱
动，有效提升监管履职能力”的电子政务指
导方针，坚持优先建设基础性、全局性的信
息化项目，
完成全省食品药品监管信息化一
期工程项目，建成“一张网、两个中心、两大
政务系统、六大支撑系统、五大核心业务系
统”等 10 余个子项目，初步建成覆盖省市县
乡四级、横向联通相关部门的一体化食品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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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监管电子政务平台，
全省食品药品监管电
子政务水平整体跃升。
今年 1 月 20 日，
时任甘肃省常务副省长
黄强带领 30 多位厅局一把手、处长等 80 多
人，
来到省食药监局观摩推广行政许可网上
办理工作经验，
食药监局成为省直部门中唯
一实现依托甘肃政务服务网实现行政许可
项目
“一网通办”
的部门，
达到最多跑一次和
不见面审批要求。
四年来，作为食药监管信息化建设者，
我们在力量少、新人多、任务重的情况下，
要面对质疑、误解、推广应用阻力大等一系
列困难，承载着各方面的压力，但始终坚守
“推动食品药品监管数字化转型”这一核心
目标不变，坚守着食药监信息化的正确发
展路径不变。
改革开放征程中，惟改革者进，惟创新
者强，
惟改革创新者胜。在信息革命的大时
代里，
食药监人只有不断增强信息化发展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才能引领食品药品安
全治理现代化发展，
实现食品药品安全治理
现代化水平提升。
（作者系甘肃省食药监局宣传处处长，
现挂职岷县县委副书记）

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

奋力开创新时代市场监管新局面

修订刺五加注射液说明书

市场监管总局在京召开全体干部大会

醛或本表中所列含可释放甲醛物质的化妆品，
都必须在产品
标签上标印
‘含甲醛’
，
且禁用于喷雾产品”
等内容。
此次修订结合化妆品原料及产品安全性评价的要求，
参考其他相关标准对《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
（2015 年版）
第六章中鼠伤寒沙门氏菌/回复突变试验相关内容进行修
订。修订内容包括试验范围、细菌回复突变的定义、试验
原理等 16 条。此外，新规范还对鼠伤寒沙门氏菌/回复突
变试验的试验用菌株要求、菌株鉴定内容、相关试剂配制
内容、数据处理和结果判断内容等进行了修订。
同时，国家药监局对美国个人护理产品协会（PCPC）
出版的《国际化妆品原料字典和手册（第 16 版）》进行了翻
译，形成《国际化妆品标准中文名称目录（2018 版）
（征求
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本报北京讯 近日，
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修
订刺五加注射液说明书的公
告，
决定对刺五加注射液说明
书警示语、
“不良反应”
“禁忌”
和
“注意事项”
项进行修订。
公告明确，
刺五加注射液
说明书警示语应增加：
本品不
良反应包括过敏性休克，
应在
有抢救条件的医疗机构使用，
使用者应接受过过敏性休克
抢救培训，
用药后出现过敏反
应或其他严重不良反应须立
即停药并及时救治。
“ 不良反
应”
项应增加：
过敏反应，
全身
性反应，呼吸系统、心血管系
统、消化系统反应。
“ 禁忌”项
应增加：
对本品或刺五加及其
制剂过敏或有严重不良反应
病 史 者 禁 用 ；孕 妇 、儿 童 禁
用。
“注意事项”
项应删除原说
明书中
“对长期使用的在每疗
程间要有一定的时间间隔”
内
容，并增加：本品不良反应包
括过敏性休克，
应在有抢救条
件的医疗机构使用，
使用者应
接受过过敏性休克抢救培训，
用药后出现过敏反应或其他
严重不良反应须立即停药并
及时救治。严格按照药品说
明书规定的功能主治使用，
禁
止超功能主治用药。严格掌
握用法用量，
按照药品说明书
推荐剂量使用药品，
不过快滴
注和长期连续用药。本品为
中药注射剂，
保存不当可能会
影响药品质量；
用药前和配制
后及使用过程中应认真检查本品及滴注液，
发现药液出现
浑浊、沉淀、变色、结晶等药物性状改变，
瓶身有漏气、裂纹
及瓶口松动等现象时，禁止使用。严禁混合配伍，谨慎联
合用药。本品应单独使用，禁忌与其他药品混合配伍使
用。如确需联合使用其他药品时，
应谨慎考虑与本品的间
隔时间以及药物相互作用等问题，
应以适量稀释液对输液
管道进行冲洗，
避免刺五加注射液与其他药液在管道内混
合的风险。
公告要求，所有刺五加注射液生产企业均应依据《药
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刺五加注射液说明书
修订要求，提出修订说明书的补充申请，于 10 月 31 日前
报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备案；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
当一并进行修订；
说明书及标签其他内容应当与原批准内
容一致。在补充申请备案后六个月内对已出厂的药品说
明书及标签予以更换。刺五加注射液生产企业应对新增
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深入研究，
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刺五
加注射液使用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培训，
指导医师合理用
药。临床医师应当仔细阅读刺五加注射液说明书的修订
内容，在选择用药时，应当根据新修订说明书进行充分的
效益/风险分析。患者应严格遵医嘱用药，用药前应当仔
细阅读刺五加注射液说明书。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应当督
促行政区域内的相关药品生产企业按要求做好刺五加注
射液说明书修订和标签说明书更换工作。
（国讯）

本期深度报道 提 要
近年来，以方便面为典型代表的方便食品行
业不断突破自我，
实现了创新式发展。在近日召开
的第十八届中国方便食品大会上，
多位专家学者共
同探讨方便食品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行之道。
请看今日五版本报实习记者采写的报道——
《方便食品：实现从制造到创造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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