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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REACH24h?
        REACH24h是 REACH24hours的简称，也就是 24小时

REACH服务。REACH24h通过旗下爱尔兰RCS公司（都柏林）、加

拿大RNAS公司（温哥华）和中国瑞欧科技（杭州）三家机构为全球

客户提供24小时不间断优质的REACH服务。都柏林、温哥华和杭州

三地的时差均为8小时，三地的上班时间按格林威治时间显示，爱尔

兰RCS公司（都柏林）为9:00-17:00（当地时间为9:00-17:00），

加拿大RNAS公司（温哥华）为17:00-1:00（当地时间为9:00-

17:00），中国瑞欧科技（杭州）为1:00-9:00(当地时间为9:00-

17:00)，覆盖了全天24小时。

垂询热线

REACH注册服务：陈   建 0571-87007537

REACH检测服务：朱炜伟 0571-87007526

客户服务(售后)：李征宇 0571-87007522

客户满意度(投诉)：梅玲笑 0571-870075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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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即将启动“PAHs”执法，企业你准备好了吗？

应对欧盟CLP法规，你准备好了吗？

CLP法规下企业如何对产品进行合法保密

进口化妆品原料——企业需要法规应对综合方案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变化多改进大 新版

“中国REACH”亟须业界重视

REACH法规下对物品监管条款的解读

ECHA对11个新高关注物质(SVHC)发出公共咨询 

ECHA将对SME企业进行核查，企业规模发生变化时该如何处理？

ECHA更新数据共享页面 不履行数据共享义务的注册人将被处罚

紧跟化妆品法规最新动向—瑞欧科技法规专家参加“化妆品安全性评

价及相关法规培训班”

ECHA执行理事盘点REACH注册挑战

英国CHEMICALWATCH媒体发文警示不合格OR对企业造成的风险

欧盟委员会呼吁成员国共同努力完成106个高关注物质目标

比利时、荷兰向ECHA提议将5个物质加入高关注物质(SVHC)

REACH注册大限将近：企业应如何应对

警惕，领头注册人对物质的新分类

REACH法规中物质鉴定的重要性

REACH法规下对SMEs的优惠，你享受了么？

化学安全评估：暴露评估应基于危害评估结果还是物质分类？

欧盟拟将6种高关注度物质（SVHC)于年底列入正式授权清单

法国要求在REACH法规下对DMF和珠宝中的铅实行限制

德国、奥地利欲向ECHA提名REACH高关注物质(SVHC)

ECHA发布联合提交化学品安全报告的指南手册

欧盟REACH法规对橡胶助剂行业的影响及最新进展

联合卷宗包含CSR，企业就可以坐等注册号了吗？

欧盟REACH法规于2007年6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这是中国入世以来面临的最

大技术性贸易壁垒。随着2010年第一个注册截止日期的临近，REACH法规全面进入

了正式注册阶段，相较于之前的预注册，REACH正式注册所涉及的工作技术要求

高、程序复杂、周期冗长、费用昂贵。因此，加强对REACH法规的深入研究，采取

相应的防范措施，提高企业产品质量，以助企业顺利进行输欧贸易已是刻不容缓。

杭州瑞欧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一家专业从事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服务工作的机

构，拥有一支经验丰富技术实力雄厚的专业REACH法规研究团队，面向全球企业提

供REACH法规的一站式解决服务。瑞欧科技专家本着服务于大众企业的原则，对现

有欧盟REACH法规体系进行深入研究和剖析，并将法规的研究心得和实战技巧汇编

成册——《欧盟REACH法规应对宝典》，针对目前企业应对REACH过程中的众多

困惑进行解读并提出相应的对策。瑞欧科技REACH专家团队，将不断总结工作心得

和实战技巧，更新绿皮书内容，与业界共分享，与企业同成长。

“宝典”主要围绕REACH法规的应对展开, 介绍了欧盟REACH法规的最新进

展，如欧盟监管实施的现状; 解读了REACH法规中的疑点难点, 针对具有代表性的产

品进行了案例分析；同时还介绍了仅次于REACH的另一项欧盟重大法规CLP的相关

信息。

总之，这项被称为“迄今为止最大、最复杂、涉及面最广的技术贸易壁垒”的

法规，正全面冲击着国内企业。只要我们积极面对，紧跟法规步伐，就能进一步提

高产品质量，增强产品竞争力，取得更广阔的市场前景。瑞欧科技全体成员，致力

为广大国内出口企业提供一个应对欧盟REACH法规的平台，整理出版内刊，旨在为

广大企业应对REACH法规指点迷津。望读者不吝赐教，有不足之处共勉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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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欧盟REACH法规应对宝典》 以整合REACH法规信

息、引导行业发展为目的，尽可能地将各种有利于行业

发展的信息和观点收集、筛选，整理后提供给业内外广

大企业作为参考。本刊所刊登的内容，为杭州瑞欧科技

有限公司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严禁私自转载，同时保

留追究版权的权利。如有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

努力与您一起维护正当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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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A发布最新REACH统计数据 

热点聚焦：我国大量外贸企业将有可能错过REACH注册

REACH警报：REACH主管联络小组：

领头注册人可拒绝未及时报名的企业参加首批联合注册-续

ECHA执法论坛发布首次联合执法行动报告

慎重选择利用中间体用途来降低REACH注册成本

中间体注册优惠，您享受了吗？

——赫尔辛基ECHA第四次利益相关方大会 瑞欧科技特别报导

REACH注册进展——氟化工产品

有机硅REACH注册阶段性研究报告

欧盟REACH法规对阻燃剂行业的影响及最新进展

Grouping/read-across在松香皮肤致敏性中的应用

OR不能预注册没有EINECS号或NLP号的物质

纳米材料与REACH

欧盟将于2010年12月1日强制执行CLP法规对欧化学品贸易面临新壁垒

CLP法规欧盟又一道新的“绿色壁垒”

中国版REACH面临威信考验

2010年5月4日欧盟委员会、各成员国及ECHA达成的关于中间体的定义

从尿素REACH注册看REACH法规对中小企业的影响

《欧盟REACH法规应对宝典》往期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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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膏产品需慎用REACH 规注册豁免条件

物品REACH应对，仅仅检测足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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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闻 NEWS

DEVELOPMENT 公司动态

瑞欧科技注册工作全面提速 环氧丙烷顺利获得注册号

2010年8月19日，瑞欧科技欧洲公司REACH COMPLIANCE SERVICES LIMITED（RCS）

顺利获得又一分阶段物质——环氧丙烷（CAS NO.：75-56-9） REACH正式注册号。的

    环氧丙烷，又名氧化丙烯、甲基环氧乙烷，是非常重要的有机

化合物原料，是仅次于聚丙烯和丙烯腈的第三大丙烯类衍生物。环

氧丙烷主要用于生产聚醚多元醇、丙二醇和各类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等，其中聚醚多元醇是生产聚氨酯泡沫、保温材料、弹性体、胶粘

剂和涂料等的重要原料，各类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在石油、化工、

农药、纺织、日化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同时，环氧丙烷也是重要

的基础化工原料。

    环氧丙烷的正式注册成功，意味着国内环氧丙烷生产/出口企

业在应对欧盟REACH法规中获得了重大胜利。无疑，欧洲采购商在

挑选供应商时，更倾向于挑选完成正式注册的企业。瑞欧科技

（www.reach24h.cn）REACH注册专家提醒广大环氧丙烷相关企业，

尽快联系OR（唯一代表）完成环氧丙烷的正式注册，保证输欧贸易

的正常，抢占欧盟市场。

瑞欧科技率先完成糠醇化学品安全报告(CSR)

静待LR联合提交

在REACH代理机构还纷纷与领头注册人(LR)沟通以获取注册的数据费和提交计划之时，瑞欧

科技(REACH24h China)的专家早将目光转向提交卷宗内容的完整性和法规的符合性方面。 

    随着2010年11月30日第一批注册截止日期的临近，REACH注册

工作，预计在未来的2-3个月将进入真正的卷宗提交高峰。在

REACH代理机构还纷纷与领头注册人(LR)沟通以获取注册的数据费

和提交计划之时，瑞欧科技 的专家早将目光转向提

交卷宗内容的完整性和法规的符合性方面。根据REACH法规的规

定，普通用途的物质注册，只要吨位大于10吨/年就不仅要提交由

专业软件(IUCLID)制作的技术卷宗，还必须提交一份化学安全报告

（CSR）。2010年7月底，瑞欧科技专家撰文提醒企业即使是领头注

册人宣称提供CSR，也分为不同的情况，需要在制作卷宗的时候分

别对待，否则将可能造成注册失败（详细）。如果领头注册人不提

供CSR，那么就需要专业的机构协助企业进行化学安全评估

（CSA），制作化学安全报告(CSR)。
    糠醇（CAS：98-00-0）的主要用途是用于生产糠醇树脂和涂

料等。2002年8月,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糠醇启动反倾销调查程序。

2009年12月10日，欧盟决定将原产于中国的糠醇反倾销措施最终延

长至2011年12月10日。REACH实施后，欧盟为

(REACH24h China)

进一步给中国企业设

置技术壁垒，糠醇的领头注册人更是很直接的告诉中国制造商,其联

联合提交卷宗及数据授权信（LoA）包含化学品安全报告(CSR)。
2010年8月,领头注册人再次明确告知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其只提供相关数据，不提供CSR模板，SIEF成员需要自
己做危害评估，自己做暴露评估和风险表征。这就意味着

SIEF成员必须自己做完整的CSR。
    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高度重视客户的利益，早在几
个月前就积极与客户就糠醇的用途和暴露等信息进行沟通。
经过瑞欧科技专家近1个月的努力，现在糠醇的化学安全报告
/暴露评估制作已完成，只等领头注册人提供的数据，即可提

交完整的化学安全报告(CSR)。瑞欧科技专家提醒国内的广大

企业，化学安全报告(CSR)是大于10吨/年的物质注册所必须
的，而化学安全报告的制作需要极其专业的知识，耗费时间
亦较长。因此，企业必须选择一个有技术实力的REACH服务机
构，才能及时保质保量的完成REACH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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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欧科技顺利再得REACH注册号 

ECHA官员巡访瑞欧科技

    2010年8月6日，瑞欧科技欧洲公司REACH COMPLIANCE ECHA发布了一些使用手册，相对一些指南文件更加浅显易

SERVICES LIMITED（RCS）成功帮助上虞市创峰化工有限公司 懂，我们可以参考里面的内容做个小议题，让企业们了解提交

( )获得了分阶段物质环氧乙烷 的过程，这个也有利于企业明白向ECHA提交他们的卷宗是安

（CAS:75-21-8）的正式注册号。这不仅是瑞欧科技今年取 全可靠的。最后，ECHA官员特别表示，今天的电话巡访非常

得的又一个REACH注册号，同时也填补了国内环氧乙烷 成功，她了解到了很多有用的信息，也从RCS这里得到了不少

REACH正式注册的空白。ECHA官员在RCS取得环氧乙烷注册号 值得参考的意见。

后第一时间致电RCS进行了电话巡访，并就ECHA近期工作以及     据瑞欧科技研发部经理白利强先生介绍，区别于之前已经
RCS注册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与RCS进行了交流与讨论。 完成注册的其他物质，环氧乙烷是气体，这为样品采集、谱图

    ECHA官员首先就之前REACH-IT系统因升级而关闭给企业 测试及物质同一性识别工作带来了新的难度。在目前国内其他

带来的不便表达了歉意，接着就RCS刚刚完成的分阶段物质环 代理机构将物质谱图的测试分析的工作推给企业的情况下，瑞

氧乙烷的注册工作与RCS专家进行了讨论。讨论内容主要集中 欧科技坚持“客户至上”的理念积极帮助客户经济有效的取得

在：用IUCLID制作卷宗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通过REACH-IT创 注册所需的谱图信息。在接受上虞创峰注册委托后，瑞欧科技

建账号并提交卷宗中涉及到的各个细节，以及非欧盟企业“唯 专门就气态样的采集及运输过程中的风险控制工作制定了解决

一代表”的权责问题。RCS专家热情介绍了REACH24H Group的 方案，第一时间赴上虞进行了样品采集，从而确保了环氧乙烷

资质、从业背景及前期工作开展情况，并重点介绍了RCS在开 正式注册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瑞欧科技专家也在此提醒国内

展REACH工作过程中独特的保密机制以及作为“唯一代表”对 广大的环氧乙烷及其他气态化工品生产出口企业，气态样由于

于REACH法规常态风险控制的理念和实施措施。之后，双方就 其特殊性，如需进行REACH正式注册企业务必尽早与瑞欧科技

HelpDesk的工作效率、指南文件的使用情况和缺陷以及ECHA定 取得联系，制定采样打谱等系列工作的相关解决方案，以确保

期的利益相关方会议等话题交换了意见。 正式注册工作及时有序的进行。

    此外，RCS专家还介绍了REACH24H将在今年9月再次邀请     “一次投入，终生收益！”作为国内甲基纤维素系列产品

ECHA官员来华参加“2010亚欧REACH法规技术峰会”，话题 主要生产企业，上虞创峰( )率先完

较去年更加深入，例如讨论加入联合体和购买数据授权信的差 成了欧盟REACH注册并取得了国内首个正式REACH注册证书，

异，化学品风险评估报告到底是什么，注册卷宗包含的哪几个 顺利突破欧盟REACH壁垒，进一步锁定了2010年以及之后的对

主要部分，哪些部分需要在企业的积极配合下完成，哪些部分 欧贸易。

需要参与SIEF讨论才能得以获取等等。ECHA官员提出，现在

www.chuangfengchem.com

www.chuangfengchem.com

2010年8月6日，瑞欧科技欧洲公司REACH COMPLIANCE SERVICES LIMITED（RCS）成功帮

助上虞市创峰化工有限公司获得了分阶段物质环氧乙烷（CAS:75-21-8）的正式注册号。

美国化工媒体Chemical Week采访

瑞欧科技高管丁勇、魏文锋

REACH应对刻不容缓 泰国企业在行动—

"瑞欧科技亚洲巡回REACH宣贯会”

第三站（泰国）成功召开

        2010年8月10日，美国化工周刊Chemical Week特邀撰稿Global 

Business Reports中国区负责人Mark Story一行三人来访杭州瑞欧科技，瑞

欧科技总裁丁勇，总经理魏文锋，以及市场部经理陈建接见了来访客人并接

受相关访问。

    中国作为Chemical Week继新加坡、马来西亚亚洲巡回访问的第三站，

也是亚洲访问的重点。据记者Vanessa介绍，为了全方位了解中国化工行业

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化工周刊已先后约见了中国石化协会、五矿商

会、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拜耳、陶氏等协会与企业高层管理。作为全球

化学品法规服务专家，瑞欧科技管理层逐一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分享了中国

企业应对各国化学品法规的经验，并介绍了中国化学品法规的发展现状，瑞

欧科技的发展历史，以及未来三年的发展展望等。两个小时的访问进行的非

常顺利。双方也就长期合作达成口头协议，希望通过多层次的合作，帮助中

国企业借助国外媒体渠道走向世界。

   《化工周刊》是全球化工行业新闻、深层见解和分析的首要来源。杂志总部位于纽约州纽约市，在美国马里兰州罗克维

尔、英国伦敦设有分支机构。《化工周刊》属Access Intelligence有限责任公司旗下化工商业媒体系列产品，其他还有《化学

工程》（Chemical Engineering）杂志以及Harriman Chemsult有限公司。

      2010年6月24日，杭州瑞欧科技有限公司(REACH24h 欧科技展开进一步合作的意向，泰国对外贸易部也就后续合
China) 应泰国对外贸易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Trade 作与瑞欧科技达成了初步意向。
DFT）邀请在泰国暖武里（Nonthaburi）举办了专场REACH法规   “瑞欧科技亚洲巡回REACH宣贯会”计划启动于2010年
泰国高级培训会（Seminar on "OR's Perspective on REACH 初，瑞欧科技旨在通过这个计划搭建亚洲REACH信息交流平
and CLP"），来自泰国各地的近三百位企业代表出席了本次 台，加强与亚洲各个国家REACH相关方的联系与交流，共同
会议。据悉这是迄今为止泰国本土所举办的最大规模、最高 探讨非欧盟企业的REACH法规应对之道。眼下已有多个国家
规格的REACH法规研讨会，同时也是继新加坡、马来西亚 和地区的相关部门在与瑞欧科技商讨后续宣贯会计划，瑞欧
“瑞欧科技亚洲巡回REACH宣贯会”的第三站。 科技将继续努力为亚洲地区的化学品法规服务行业的发展做
    泰国作为东南亚地区的重要加工基地，每年有大量的产 出贡献。
品出口欧盟，种类涵盖化工、纺织、轻工、机电等多个领  
域。因此，如何应对REACH、CLP等法规对泰国本土的企业来
说显得尤为关键。据了解，泰国本土已有大量企业通过欧洲
境内的机构开展了前期REACH应对工作。此次会议上，瑞欧
科技作为亚洲地区的知名REACH服务机构，为泰国企业带去
了非欧盟企业如何开展REACH应对的专家解读。泰国对外贸
易 部 主 任 Tikhumporn Natvaratat先 生 ， 副 主 任 Piyanart 
Wattanasiri 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并与瑞欧科技专家就
REACH法规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与交流。在为期一天
的会议中，瑞欧科技专家就企业所关心的欧盟REACH法规、
CLP法案以及China REACH进行了全面的讲解，并与参会代表
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后多家泰国当地知名企业表达了与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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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欧科技与石化联合会在京成功举办

“China REACH六项配套文件评议研讨会”

报表及填表说明等六项《办法》实施配套文件正式对外展开征        2010年6月25日，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中国

询意见工作，反馈意见截止至7月1日。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CPCIF）在北京朝阳区千禧大酒店共
合会作为征求意见单位之一，为了听取各有关单位的意见，特同成功举办了“China REACH六项配套文件评议研讨会”。
联合在欧盟REACH法规应对方面已取得丰富经验和卓越成果的

        2010年6月25日，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中国
国内知名化学品法规服务机构——杭州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CPCIF）在北京朝阳区千禧大酒店共
（REACH24h China）共同召开了此次评议研讨会，并邀请环

同成功举办了“China REACH六项配套文件评议研讨会”。 境保护部化学品登记中心新化学物质部主任聂晶磊主任到场做
会议围绕企业最关心的申报实施细则、China REACH与欧盟 了发言。
REACH的异同、企业应对策略等主题进行重点研讨。包括中石

    同欧盟REACH相比，国内企业对中国版REACH的重视明
油、中石化、壳牌、通用、宝洁、欧盟商会在内的70余名企业 显不足，相反，外资化工企业都普遍比较积极。瑞欧科技
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各自对China REACH配套文件提出了 （REACH24h China）提醒国内各相关企业，新《办法》一旦
意见和建议。会后，瑞欧科技将整理汇总与会代表的相关意见

从10月15日起正式实施，不仅对新化学物质的登记要求更加严
及建议，由石化协会在评议截止日期前递交环境保护部。

格，而且会成为企业通过环评的重要条件。企业越早采取行动
       China REACH——《中国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 应对，就可以越早占领市场优势。作为中国专业从事化学品法

2010版于2010年1月19日由环境保护部发布，并将于今年的 规服务的专业机构，瑞欧科技将努力为企业提供高质、高效的

应对服务。10月15日开始实施。6月2日，环保部就编写的新化学物质申报

登记指南、新化学物质监督管理检查规范、新化学物质常规申

公司新闻 NEWS

图为 “China REACH六项配套文件评议研讨会”会场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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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欧科技的三大领先优势

REACH24H

欧盟REACH法规专家

WWW.REACH24H.CN

1、技术实力最强

        国内最专业的REACH法规服务商 全球500强首位中石油

REACH法规战略合作伙伴！

2、服务方案最优

        免收预注册维护费，保护客户知识产权，为企业量身定制高性

价比注册方案。

3、欧盟渠道最广

        成功联合欧盟REACH政府机构ECHA官员来华举办研讨会！赫

尔辛基REACH Center成员、都柏林商会成员、德国KNOELL公司

合作伙伴、Chemical Watch、Chemistry Today等媒体合作伙伴。

REACH24H.COM
hours

爱尔兰

加拿大
中国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809-5-809 

REACH24H法规服务

Core Competencies of  REACH24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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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欧科技“欧盟REACH人脉营销及应对执法

检查培训会”在杭召开

        2010年7月9日，瑞欧科技在杭举办了“欧盟REACH人脉 2. 在注册号的使用过程中企业需要注重信息的调查与沟通工

营销及应对执法检查”培训会，来自国内的几十名企业的 作，以及信息传递与贸易的配合，同时要求OR在一定时间内

REACH负责专员参加了此次培训会。会议同时进行了网上现 妥善保护客户信息，为企业提供后续协助贸易的服务等；

场直播。 3. 在进行贸易时，已注册的企业应该积极利用网络工具如

       2010年7月9日，瑞欧科技在杭举办了“欧盟REACH人脉 google等，通过建立合理的关键词实现有效的网络营销，达到
营销及应对执法检查”培训会，来自国内的几十名企业的 借助REACH注册为企业贸易加分的目的。
REACH负责专员参加了此次培训会。会议同时进行了网上现     基于欧盟对于注册号的管理混乱及不规范的现状，瑞欧科
场直播。 技介绍了自行研发的注册管理软件，可以实现企业基本信息管

    此次培训会主要针对企业最关心的REACH执行力度、注 理、注册信息管理、注册报告下载、下游供应链维护、安全数

据表下载等功能，大大提高了注册号管理的安全性和规范性。册号安全使用以及OR与非欧盟企业之间的权责关系等问题展
瑞欧科技将继续通过自身的努力来促进注册管理的规范化合合开,内容涉及REACH实施处罚、REACH注册号使用以及基于
理性，真正实现帮助国内企业更好的进行贸易。REACH注册的人脉营销三块。会上，瑞欧科技专家分别就

“如何借助欧盟REACH注册开展网络营销”、“欧盟各成员

国REACH处罚详解”、“REACH注册号使用及清关案例详解”

三个主题进行了讲解，并针对现场及网上提问题做了详尽解答。

    对于国内企业普遍存在的对欧盟执法管理力度的侥幸心

理，以及企业没有科学使用注册号，包括已注册企业没有适时

有效的借助注册为贸易加分的问题，瑞欧科技专家指出：

1. 企业在应对REACH法规时最好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应该寻

找合格的唯一代表（OR），并与其积极合作，按要求完成REACH正

式注册，以及根据CLP要求完成通报、SDS更新等内容；

DEVELOPMENT 公司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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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法规动态 NEWS

    7月底，欧洲化学品管理署（ECHA)发出通告，敦促企业 1、若企业规模后期发生变化，可按步骤在REACH-IT中进行

和唯一代表（OR）在注册前重新确认其在REACH-IT中声明的 更新。企业不必支付任何行政费用，但需要支付更新信息的

企业规模，并声称正在对自称为SME（中小型企业）的企业 费用。

进行审查，并可能要求其出示相应证明。若企业无法出示， 2、若企业已提交了注册，可遵循以下步骤：
则需要支付全额的REACH费用，或是适用于修改后规模的费

● 在REACH-IT中填写表格向ECHA进行通报。
用。ECHA表示在未来几个月里将开始向登记不正确的中小型

● 在提交下次注册前更新在REACH-IT中的状态。企业收取行政费用。
    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专家提醒企业一定要向其    然而，有企业发出疑问，若他们在完成REACH注册后企
指定的唯一代表提供企业规模变动的证明材料，以备执法部业规模发生了变化，不再属于SME, 此时是否需要在REACH-
门的监管。IT中更新状态并加付相应的行政法，或是提供相关的证明？

带着这些问题，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的专家咨询了爱

尔兰REACH HELPDESK，得到了以下回复：

    ECHA日前发出通告，表示其网上的数据共享页面已更       ECHA鼓励所有SIEF成员及时履行其相应的数据共享义

新。若SIEF中未共享脊椎动物研究数据，企业可根据新网页 务，特别是涉及到今年年底首批注册截止期的争端协商不能

上的说明在联合注册卷宗提交前或后联系ECHA。 有任何拖延，即使联合注册卷宗尚在制作中。因此涉及到今

年截止期的相关方必须在2010年9月底前进行充分协商并向    为了方便寻找数据共享争端的相关信息，ECHA现将此类
ECHA通报其争端。信息转移到数据共享和相关问题的Q&A网页上，并提供新的

页面表格供企业通报此类争端。     申请人需在线填写申请表格，并提供适当的文字材料证

明。ECHA会随后联系争端另一方获得反馈，并评估所有利益    ECHA强调，为了满足注册所需的信息要求，同一物质的
相关方为达成数据共享协议所付出的投入，最后决定是否给潜在注册人至少必须共享脊椎动物的研究数据。相关方有责
予准许注册继续进行的许可。任尽一切努力，在公正、透明、无歧视的条件下促成信息共

享的协议。ECHA表示将协助经过努力仍无法达成数据共享协     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专家提醒，不履行数据共

议的注册人，但前提是相关方已尝试了所有可能的协商方 享义务的注册人或潜在注册人同样可能遭到成员国主管当局

式。涉及数据共享争端的潜在注册人必须在提交注册卷宗前 施予的经济处罚。

获得ECHA准许注册继续进行的许可，这样其可以在争端未解

决的情况下继续注册工作的开展。

7月底，ECHA发出通告，敦促企业和唯一代表在注册前重新确认其在REACH-IT中声明的企业规

模，并声称正在对自称为SME（中小型企业）的企业进行审查，并可能要求其出示相应证明。

ECHA日前发出通告，表示其网上的数据共享页面已更新。若SIEF中未共享脊椎动物研究数据，

企业可根据新网页上的说明在联合注册卷宗提交前或后联系ECHA。

ECHA将对SME企业进行核查，

企业规模发生变化时该如何处理？

ECHA更新数据共享页面 

不履行数据共享义务的注册人将被处罚

DEVELOPMENT REACH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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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A对11个新高关注物质(SVHC)

发出公共咨询
 8月30日，欧洲化学品管理署（ECHA）就将11个物质确认为REACH法规下高关注物质

（SVHC的提案发起公众咨询。各利益相关方可在2010年10月14日前提交评议意见。

    这11个物质由奥地利、德国和荷兰提出，包括8个CMR（致癌、致畸、生殖毒性）物质，3个PBT（持久性、生物蓄积性和毒性）

物质。这些物质均被认为对人体健康或环境存在潜在的严重危害或影响。详细如下：

物质名称 EC No. 危害分类

1,2,3三氯苯
1,2,3-Trichlorobenzene 87-61-6 PBT

1,2,4-三氯苯
1,2,4-Trichlorobenzene 120-82-1

1,3,5-三氯苯
1,3,5-Trichlorobenzene 108-70-3

硫酸钴钴
Cobalt(II) sulphate

CAS No. 常见用途 

201-757-1

204-428-0

203-608-6

PBT

PBT

用作染料、农药的原料及有机溶剂

用于陶瓷釉料和油漆催干剂，也用于电
镀、碱性电池、生产含钴颜料和其它产
品，还用于催化剂、分析试剂、饲料添
加剂、轮胎胶粘剂、立德粉添加剂。

10124-43-3233-334-2

10141-05-6233-402-1

513-79-1208-169-4

71-48-7200-755-8

109-86-4203-713-7

110-80-5203-804-1

1333-82-0215-607-8

7738-94-5231-801-5

13530-68-2236-881-5

CMR

CMR

CMR

CMR

CMR

CMR

CMR

CMR

硝酸
Cobalt(II) dinitrate

钴

碳酸
Cobalt(II) carbonate

钴

醋酸
Cobalt(II) diacetate

钴

乙二醇单甲醚
2-Methoxyethanol

乙二醇单乙醚
2-Ethoxyethanol

三氧化铬
Chromium trioxide

铬酸及其低聚物产生的酸类

用作颜料、催化剂及用于陶瓷工业。

变色颜料、陶瓷、玻璃颜料，肥料。

                           用于电镀、制高纯金属铬、染料、合成

            橡胶及油脂精制等。

主要用于磁性材料、电子元件材料、硬
质合金材料、搪瓷、瓷釉、陶瓷、釉
彩、玻璃、钴 催化剂等。

溶剂，清漆的稀释剂，印染工业用作渗透

剂和匀染剂，燃料工业用作添加剂,纺织工

业用于染色助剂。

该品为低挥发性溶剂。用作硝基赛、假漆、

天然和合成树脂等的溶剂，还可用于皮革着

色剂、乳化液稳定剂、油漆稀释剂、脱漆剂

和纺织纤维的染色剂等。另外，还是生产乙

酸酯的中间体。

                    铬酸溶于水时产生这些酸类及其低聚物，

用途等同于铬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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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法规动态 NEWS

6月 30日，欧盟向 WTO发布通报(通报号： G/TBT/N/EEC/337) 拟将 4,4'-二氨基二苯基甲烷

(MDA)、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醇)酯(DEHP)等6种物质列入REACH法规附件XIV中（授权物质清

单）。

，

      6月30日，欧盟向WTO发布通报(通报号：G/TBT/N/EEC/337)， 拟将二甲苯麝香(musk xylene)、六溴环十二烷及其非对映异

构体(HBCDD)、4,4'-二氨基二苯基甲烷(MDA)、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醇)酯(DEHP)、邻苯二甲酸丁BBP)、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DBP)等6种物质列入REACH法规附件XIV中（授权物质清单）。欧盟建议接受和实施此法案草案的时间为2010年12月，接收最

后评论的时间为通告发出日期后60天。

  

欧盟拟将6种高关注度物质（SVHC）

于年底列入正式授权清单

二甲苯麝香(musk xylene)

六溴环十二烷及其非

对映异构体(HBCDD)

4,4'-二氨基二苯甲烷

(MDA)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已醇)

(DEHP)

邻苯二甲酸丁（BBP）

邻苯二甲酸二丁(DBP)

201-329-4

247-148-4221-

695-9

202-974-4

204-211-0

201-622-7

201-557-4

物质名称 Ec号码 CAS号码 物质用途 危害属性

81-15-2

25637-99-43194-55-6

101-77-9

117-81-7

85-68-7

84-74-2

香料定香剂

阻燃剂

偶氮染料、橡胶

和环氧树脂助剂

增塑剂

防腐剂、杀虫剂

增塑剂

vPvB

PBT

CMR

CMR

CMR

CMR

   上述通报的6个物质于2008年10月被欧盟列入第一批 ECHA已对首批优先物质提出授权最迟申请日期的建议。此次

SVHC物质（共15个），且于2009年6月1号被ECHA正式确认 通报的6个物质中，二甲苯麝香和MDA向ECHA提交授权使用

为首批优先物质（共7个）。首批公布的7个优先物质除了上述 申请的日期最紧，为正式列为授权物质后的 24个月；

欧盟向WTO通报的 6个物质之外，还包括短链氯化石蜡 HBCDD为正式列为授权物质后的27个月；DEHP、BBP、

（SCCPs）。根据1998年持久性有机污染草案，SCCPs已被 DBP为正式列为授权物质后的30个月。同时草案也说明了最

列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质，因此眼下欧盟不考虑将该物质列入 迟申请日期的制定原则。

REACH法规附件XIV内。
    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专家提醒广大企业，这

    法案草案中指出，授权清单中的物质在“日落之日”后将
6个物质很有可能于今年12月正式列入REACH法规授权物质清

不得在欧盟市场上投放，即过了“日落之日”后，没有得到授
单。物质一旦被列入授权物质清单，意味着企业的REACH工

权的企业将不得把自己的产品投放欧盟市场，且只有在最迟申
作不仅要关注注册，而且还要关注授权。瑞欧科技专家建议相

请授权日期（“日落之日”前18个月）之前，获得授权或者已
关企业应及早准备，以应对这一重大变化。

提交授权申请但授权审批结果还未确定的企业方可继续在欧盟
 

市场投放这些物质。法案草案中还提到，2009年6月1号

DEVELOPMENT REACH动态

紧跟化妆品法规最新动向—

瑞欧科技法规专家参加“化妆品安全性评价及

相关法规培训班”
2010年6月28日-30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培训中心在上海举办了化妆品安全性评价及相关

法规培训班。瑞欧科技派出专家参加了此次培训会。

    2010年6月28日-30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培训中心  在此，瑞欧科技专家提醒国内外的化妆品企业：  

在上海举办了化妆品安全性评价及相关法规培训班。培训会在     1.充分掌握4月1日后化妆品行政许可申报受理规定，做好
上海教育国际交流中心的樱花山房举行，来自国家食品药品监 新规定下的化妆品申报和备案工作，特别是安全性风险物质评
督管理局的化妆品评审专家、行政受理服务中心的专业人员负 估报告的准备。
责此次培训，到会的120余名来自企业、地方食药局、检验机构     2.对于出口至欧盟的化妆品，终产品和原料都必须满足
的代表等齐聚一堂，瑞欧科技也派出专家参加了此次培训会。 REACH法规和欧盟现行化妆品法规要求(2009年12月23日，欧盟
    此次培训会主要是针对化妆品行政许可申报受理规定在 委员会公布了最新的化妆品指令2009/1223/EC）该指令将取代
2010年4月1日实行后，新增的内容（如安全性风险物质的承诺 之前的欧盟化妆品法规76/768/EEC)。
书和评估报告），以及网上申报系统4月1日升级后遇到的问题     3.对于进口到国内的化妆品原料，若不属于中国现有化学
做出了官方的解析。针对与在华企业息息相关的欧、美、日、 物质（即是新化学物质），需要根据中国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
韩的化妆品法规为进行了介绍和比较，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和 办法（China REACH）(2010年10月15日后新版生效）进行申报
现实意义。此外，由于目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在审核 后才能在中国境内流通；同时若属于新化妆品原料，也需依据
新一批认可的化妆品检验机构（原卫生部认可14家），此次培 化妆品行政许可申报受理规定进行新原料的申报。
训也特别安排了对于此类机构的要求和检测培训。

瑞欧科技愿竭诚为化妆品企业提供以下服务：
    的确，今年4月1日起实行的化妆品行政许可申报受理规

    1.欧盟与中国的化妆品法规与化学品咨询、培训服务；
定、今年10月15日起实行的新版中国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

    2.进口产品的化妆品（原料）申报、备案和China Reach新法、和欧盟最新的化妆品指令2009/1223/EC等本着对消费者健
物质申报打包服务；康和环境安全负责的原则，对于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整个
    3.化妆品（原料）申报、备案材料的准备、审核、联系检化妆品行业都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如何应对不断变化中的化妆
验机构完成检验报告等。品行业法规，此外，国际化化妆品企业如何在进出口贸易中应

对国内外的化学品法规，有意识的企业都已纷纷在行动，瑞欧

科技的技术团队作为专业化学品法规服务供应方，也在时刻关

注化妆品——这类特殊的化学品法规。  

DEVELOPMENT 法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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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A执行理事盘点REACH注册挑战
4个月后将迎来第一个REACH注册截止日，欧洲化学品管理署（ECHA）对最后究竟会有多少公

司、领头注册人能在截止期内提交卷宗表示关注。

    4个月后将迎来第一个REACH注册截止日，欧洲化学品管 否需要。他们能妥善处理。对于管理委员会建议ECHA可向欧

理署（ECHA）对最后究竟会有多少公司、领头注册人能在截 盟委员会要求调用去年未使用的一笔7百万欧元的补助金的提

止期内提交卷宗表示关注。 议，Dancet先生鼓励领头注册人及早提交卷宗，并指出

ECHA目前对及时提交卷宗的领头注册人提供特别服务。    ECHA执行理事Geert Dancet在接受英国Chemical Watch媒

体的专访中指出，如果大量卷宗集中在11月，而8月、9月和    他相信大部分领头注册人会在9月底提交卷宗。他同时提

10月却相对空闲，这将导致REACH-IT系统的超负荷和不稳 醒企业不要幻想在9月底提交卷宗还能赢得时间。因为，根据

定。对此，瑞欧科技专家（REACH24h China）建议国内企业 REACH法规，ECHA有三个月而不是三个星期的时间确认接受

尽早确定注册意向，在ECHA建议的9月份之前提交卷宗。 或拒绝注册卷宗。但由于大多数过程是自动进行的，ECHA也

可能会早于三个月的截止期做出响应。    Dancet先生指出在最后一刻提交卷宗存在两大问题：

1）REACH-IT系统是否足够坚固，能承受届时巨大的工作     目前，ECHA已收到1120份注册卷宗（约1000种物质）。

量；2）ECHA如何维护年底正常的现金流。 预计到今年11月 30日的截止期，卷宗总数可达到25000-

38000份（4400种物质）。虽然卷宗的提交数尚未急剧增加，    据悉，ECHA正在对REACH-IT系统进行“压力测试”，以
但提交量已经不小，Dancet先生表示系统处理过程目前运作求及时发现问题并改进。此外还投资了1百万欧元用于备份系
良好。他认为现在卷宗数不多的原因是由于许多物质信息交统，以防止在最后时刻REACH-IT系统出现故障。
换论坛（SIEFs）的进度滞后了。他指出，化学安全报告

    Dancet先生表示ECHA具备解决突发问题的反应机制。他
（CSR）比原先设想的要复杂的多，很多企业决定自己制作

们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形及其相应的预案进行了研究。
而不是选择CSR联合提交，这导致了更多时间和精力的花

ECHA拟在第一个注册截止期前筹备约3亿欧元的注册相关费
费。他建议尚未开始制作CSR的企业可参考下ECHA的Chesar工

用。目前主要的问题是现金流和注册卷宗和支付发票之间的
具，该工具可帮助生成CSR。

时间差。Dancet先生称ECHA正在积极寻找解决方法，并自信
    ECHA表示目前还不用申请额外的资助，他们会在10月确认是

REACH法规动态 NEWS

Dancet先生表示ECHA在目前没有工作挤压的情况下还能够为提 ECHA已完成企业提交通报时所需的所有工具，CLP通报工作预

交卷宗失败的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他指出提交失败的主要原因 计将于明年开始。ECHA期待欧盟成员国加大CLP通报宣传力度

之一是卷宗未能通过商业规则检查，他敦促企业认真研究提交 并提高企业的CLP通报意识。9月底，REACH和CLP帮助平台将

手册，特别是商业规则手册。“我们提供各种译文版本的工具 举办CLP网络培训会议。目前，ECHA已接收 1422 份个体及

和指导手册供企业查询，但企业还是需要自己研读，我们得到 611 份联合C&L通报。其他进展包括：

的反馈表明企业往往要花费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成功提 ● 提供验证企业是否具备SME（中小型企业）资格的工具/程
交自己的第一份卷宗。”他再次强调，拖到最后一刻提交卷宗 序。企业要先验证其是否符合SME资格，然后可享受对SME的
并非明智之举，随着提交卷宗的增加，ECHA很可能无法保证 费用优惠。
现有的服务质量。此外他提到，目前的卷宗质量已达到了实施

● ECHA正在准备以透明的方式处理机密信息，企业可通过
早期阶段应有的水平，但仍有提升的空间。

ECHA最近发布的工具确认提交卷宗之前查看哪些信息会在互
 Dancet先生提醒下游用户注意核对今年要注册的物质清单。 联网上公开传播。
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物质被下游用户确定在列表中不存在。他

● ECHA将提供解决SIEF中数据共享争端的方案。
承认下游用户往往很难从供应商处获得反馈，但无论如何，下

● 与REACH主管联络小组（DCG）的讨论激烈。依据REACH 和游用户必须清楚自己在生产过程中是否使用了致癌、致畸、或
CLP（CARACAL）主管当局会议，有关临近截止日领头注册人致生殖毒性（CMR）物质，如果这些物质的进口量超过1吨/
意外失败的问题已经重新起草了解决方案。此时应由ECHA而年，就必须有人对这些物质进行注册。ECHA预计在8月初将公
不是成员国负责决定领头注册人失败后采取的下一步行动。示下一批成员国提名的高关注物质（SVHC）。提名物质数约
ECHA计划本月晚些时候告知各会员国和有关的执法当局。为5-10种。
● 在解决R&D物质的C&L通报中的保密问题，DCG取得了一定    另外，应欧盟委员会的要求，ECHA将为列入候选清单的
进展。5个物质准备卷宗。此项工作预计在2011年完成，2011年2月将
● 关于在生物灭杀剂授权中ECHA所扮演的角色，Dancet先生正式出台候选清单。
指出ECHA是否准备在这一领域起更重要的作用，这需要明确    在9月份ECHA管理委员会将讨论负责评估意见、授权申
定义、适当分配并实施有步骤的持续引导，不能一蹴而就，同请、限制提议及分类和标签提议的风险评估委员会（RAC）是
时ECHA也需要协调不同主管机构的步伐。否有充足的能力胜任。RAC的任期将由各成员国决定是否续约。

   关于分类、标签和包装法规（CLP），Dancet先生表示

英国CHEMICALWATCH媒体发文警示

不合格OR对企业造成的风险

近日，英国CHEMICALWATCH网络媒体发布报告称，许多从欧盟境外采购的欧盟进口商和下游买

家担心有相当大数量的REACH唯一代表（OR）并不具备合格的OR资质。

    供应链的断裂：唯一代表（OR）不履行其义务将对下游用 需要承担REACH注册的责任，那么会造成很大的麻烦。注册的

户造成巨大损失。 过程并不简单，有时需要两个多月才能从OR那里才能获得必

要的有关化学物质的信息。    近日，英国CHEMICALWATCH网络媒体发布报告称，许多

从欧盟境外采购的欧盟进口商和下游买家担心有相当大数量的  

REACH唯 一 代 表 （ OR）并 不 具 备 合 格 的 OR资 质 。

CHEMICALWATCH的Ms. Mamta Patel女士特约撰稿，全文如下：

    Alcan International Network (AIN) 是Rio Tinto Alcan的全

球销售机构，从事化学品、矿产、金属的采购和销售。近日，

AIN在公司内部一次完整的内审中发现，大约1/5（18%）涉

及输欧产品的REACH唯一代表OR没有回应或没有足够能力履行

REACH法规下的法律责任。这不是该公司的第一次调查，在

2009年时，其发现不合格的OR比例高达4/5。

    该公司表示企业的风险预防策略至关重要，因为REACH第

一批截止期是2010年11月30日，如果到时突然发现进口商自己

 Copyright European Chemicals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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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法规动态 NEWS

与OR交涉 CA认为无论是被指定的非欧盟企业还是 司，所有的公司都满足会员资格 （见下

下游用户都应让OR清楚其在REACH下担 附）。该组织主席Dieter Drohmann建    重性有清楚的认识，而其他下游用
负的大量法律职责，若其不符合将可能 议：“如果一个下游用户/进口商意识到户则毫无疑问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
被施以管制行动。 其非欧盟供应商的OR是不合格的或者造一旦OR执法检查开始，他们的化工原料

假的，应该立即通知其供应商。如果不供应链将被打断，他们将突然发现无法  ● 非欧盟企业可以解雇没有履行合同
及时采取纠正措施，则应该更换供应找到重要的生产原料了。AIN的质量及监 的OR，尽管这超出了REACH法规的范
商。终究是进口商而非OR的义务，除非管事务经理Franck Thiebault博士说，从一 畴。下游用户应直接与非欧盟供应商沟
OR撒谎。REACH应对服务应该在供应商开始有所帮助的应是一张已被欧盟执法 通并表明，除非他们采取行动，否则供
和下游用户之间的供应合同中注明。指机构审查批准的OR肯定列表，或者是一 应链将断裂。
定OR应该为其中的一部分。这应该是标张被曝光为不合格虚假OR的黑名单。可

● 如果可能，下游用户可更换新的拥有 准的操作程序。”惜这些都没有，结果许多公司提供服务
合规OR的非欧盟供应商。但这并非易

担任OR，没有意识到也不关心他们应该 附：OR会员标准
事，需要相当多的时间进行合同谈判，

承担的所有责任。 为了确定加入唯一代表组织（ORO）的特别是对于高规格或复杂的产品。
    荷兰主管当局正致力于查出那些"邮 实体的资质，其需要提交体现以下标准

● 下游用户今后若突然发现由于OR的
箱OR"（仅有一个邮箱地址的 的证明：

OR）并实施制裁。（相关新 ● 符合REACH法规第8条的要
闻）荷兰环境部执行单位的 求；
Janine Killaars提出了她的个人

● 对REACH法规有清晰的了看法：欧洲化学品管理署
解，拥有相关的管理和行政程（ ECHA）至 少 应 从 REACH-
序，并提供在欧盟化学品政IT中删除不合规的OR，为下游
策、立法和管理方面具有经验用户澄清一些情况。
的证据；

 合同问题
● 具有数据和系统管理的能

在问到下游用户因不合规OR所
力，包括处理机密信息和根据

面临的问题，ECHA表示他们不
欧盟进口商要求确认REACH涵失败，自己在扮演进口商的角色，这时对包括OR与非欧盟制造商在内的企业间

盖物质的下游用户的状态；根据REACH法规第28.6条，他们可提交的合同事项进行评估或就实际的协议给
后预注册。这需要在相应REACH注册截 ● 雇用具有相关技术资历的人员，在欧出建议。企业需对自己的合同义务负
止期前12个月完成，尽管对于2010年的 盟有实体；责，并确保自身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义
注册截止日期已为时过晚。务。 ● 拥有适当的可持续性计划，可减小非

● 确保与非欧盟供应商的合同安排中包 欧盟制造商的风险——例证包含公平的同时，REACH法规也没有规定非欧盟企
含任命合法OR，以及未能任命合法OR要 OR合同及继任计划；业、OR及进口商间如何订立合同。“企
对进口商进行补偿的条款。业可自由选择最适合自己需求的安 ● 有保险责任范围；

排。”ECHA如此说道，并建议可进一步 ● 企业可致信OR所在国的执法当局， ● 代表OR和非欧盟制造商的利益。
参 考 其 注 册 指 南 中 描 述 OR职 责 的 通报OR的不合规。无论这是否奏效，帮
1.5.3.4部分。 助下游用户最终履行REACH义务是另一

供应链压力 回事。

英国主管当局(CA)证实他们已收到许多 在执法当局没有任何行动的情况下，

企业关于这方面的求助。他们提出了几 2008年9个提供OR服务的企业认为有必

个可行步骤，并强调供应链的行动很可 要由一个专业的机构对非欧盟企业在欧

能是最有效的方式，特别是为了及时赶 盟指定的合法代理商做出确认。他们成

上2010年的REACH注册截止期： 立了唯一代表组织（ORO），以做出可

靠的反应，尽管这对很多已经指定了 ● 更换OR——REACH-IT目前提供了此
OR的企业来说已经太晚了。项功能。不幸的是，新OR需要老OR的许
进口商责任可才能任命。“如果一OR不打算放弃他

的职责，就没有新的OR能替代他。”但 唯一代表组织目前大约有30个成员公
随着2010年注册截止期的日益临近，

ECHA不对企业间的合同安排进行

评估或就实际的安排给出建议。

                   —— ECHA[ ]

德国、奥地利欲向ECHA

提名REACH高关注物质

(SVHC)

比利时、荷兰向ECHA

提议将5个物质加入

高关注物质(SVHC)

    日前，比利时、荷兰当局表明欲在8月2日向欧洲化学品管

理署（ECHA）提交5种物质的REACH高关注物质（SVHC）提名

卷宗。

    日前，比利时、荷兰当局表明欲在8月2日向欧洲化学品管

理署（ECHA）提交5种物质的REACH高关注物质（SVHC）提名

卷宗。这5种物质分别为：

比利时：

● S-(tricyclo(5.2.1.0'2,6)deca-3-en-8(or 9)-yl O-

(isopropyl or isobutyl or 2-ethylhexyl) O-(isopropyl or isobutyl 

or 2-ethylhexyl) phosphorodithioate（被认为是PBT）

荷兰：

● 四水合乙酸 Cobalt diacetate （被认为是CMR）

● 碳酸 Cobalt (II) dicarbonate （CMR）

● 硝酸 Cobalt dinitrate （CMR）

● 硫酸 Cobalt (II) sulphate（CMR）

近日，奥地利和德国表明欲在8月2日向欧洲化

学品管理署（ECHA）提交REACH高关注物质

（SVHC）的提名卷宗。

欧盟委员会呼吁成员国

共同努力完成106个高

关注物质目标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Antonio Tajani和环境委员

Janez Potočnik日前致信欧盟各级部长，强调

实现REACH需要欧盟各界的共同努力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Antonio Tajani和环境委员Janez 

Potočnik日前致信欧盟各级部长，强调实现REACH需要欧盟各

界的共同努力。他们再次重申了欧盟委员会要在2012年增加

106个高关注物质（SVHC）至候选物质清单的目标。

    据悉，欧洲化学品管理署(ECHA)预计在2012年前可能会

再增加15个候选清单物质。针对这种情况，Antonio Tajani和

Janez Potočnik敦促欧盟各成员国务必要为实现2012年的既定

目标做出更大努力。

    近日，奥地利和德国表明欲在8月2日向欧洲化学品管理署

（ECHA）提交REACH高关注物质（SVHC）的提名卷宗。

    奥地利拟提名2个CMR（致癌、致突变和生殖毒性）物质

为SVHC物质：乙二醇单乙醚（2-ethoxyethanol）和乙二醇单

甲醚（2-methoxyethanol）。

    德国则拟提名3种PBT（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有毒物

质）物质，分别为：1,2,4三氯苯（1,2,4trichlorobenzene）、

1,2,3三氯苯（1,2,3trichlorobenzene）和1,3,5三氯苯（1,3,5 

trichlorobenzene）。

DEVELOPMENT REACH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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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注册大限将近：企业应如何应对

        2010年11月30日，是REACH法规对高吨位（大于1000吨/年）、

高毒性（CMR大于1吨/年，R50/53大于100吨/年）物质的注册截止

期。届时，企业如果没有及时完成上述类型物质的注册，其继续投放欧

盟市场的行为将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在7月下旬，ECHA执行主席

Geert Dancet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指出“如果卷宗大量集中在11

月，而8月、9月和10月却相对空闲，这将导致REACH-IT系统的超负荷

和不稳定。”而目前的现状是，ECHA已收到1120份注册卷宗（约

1000种物质）,距离ECHA预计的卷宗总数25000-38000份（4400种物

质）还有巨大的差距。对此，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 专家建议

国内企业尽早确定注册意向，而ECHA则建议在9月份之前提交卷宗。

因此可以预计的是，在接下去的9月份将是REACH注册提交的高峰期。

    目前，距离2010年11月30日已不到4个月的时间。如何及时、经

济、有效的帮助国内企业成功完成注册，取得注册号，是任何有能力的

REACH服务机构目前应该首要考虑的问题。企业怎样才能及时、经

济、有效完成注册呢，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专家将为你详细

解答。

    首先，服务机构要根据国内企业的委托及时跟踪相应物质的欧洲注

册的最新进展，将最新信息及时、准确的反馈给国内企业以供决策。在

物质的REACH注册中，有实力的企业往往会以独自（领头注册人）或

抱团（注册联合体）的形式先行就注册的实际工作（比如测试等）安排

进行，而其他的注册者以购买数据引用权（LoA）的形式完成注册。所

以，及时、准确的获得领头注册人或注册联合体的进度，并告知国内企 环氧乙烷的注册后（见相关新闻），ECHA第一时间进行了回复。在电

业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信息包括注册计划、数据费用范围、要求回复的 话中，瑞欧科技专家与ECHA官员就该注册的技术细节，如提交方式、

最后期限等等。这些信息对国内企业的REACH注册决策均是非常重要 卷宗内容等进行了详细交谈。另外，服务机构应该具体为企业搜寻数据

的，这就要求信息的绝对准确。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机构可能会为了自 源的能力，以帮助企业经济的完成注册。

己利益，向企业传递不准确的信息，如传递不准确的数据费用信息、传     最后，服务机构在注册过程中应该严格遵循REACH法规及各种指
递子虚乌有的截止期限等等。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专家提醒 导文件，以使企业手中的注册号长期有效。根据REACH法规的规定，

国内企业认真甄别，以免做出误判。 企业在完成注册后，欧盟官方将根据一定比例进行卷宗的全面评估。这

就要求服务机构在提交注册卷宗的时候，要严格按照法规的要求进行填    其次，服务机构要有足够的技术能力和业务水平在符合REACH法
写，使其符合卷宗评估的要求。注册卷宗中，应该包含REACH法规规规的基础上为企业争取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经济”。对于领头注
定的所有信息，如分类标签、理化信息、毒理学信息等等。服务机构还册人提出的数据分摊等不合理的要求，服务机构应该有能力和领头注册
应该有一套严格的卷宗审核、复审的机制来保证卷宗的高品质，以符合人据理力争。2009年，瑞欧科技作为中国松香行业的代表前后耗时2个
REACH法规评估的要求。多月时间与欧盟松香协会进行谈判，为此帮助非欧盟企业将不合理数据

    目前距离注册截止期越来越近了，国内的企业、尤其是对欧贸易的费由10万欧元（打包出售）降至7,000欧元（单个出售），并成功邀请

企业，请务必重视REACH注册可能给商业带来的风险。如果欧洲进口欧盟松香协会秘书长Philippe来华与广大企业沟通REACH注册进程，并

解答企业疑惑。另外，服务机构应该具备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依据 商对REACH法规已经有要求了，企业需要及时应对，REACH注册过程

REACH法规就注册形式做出正确处理的能力。如果企业的用途的确属 毕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进行。如果目前欧洲进口商对REACH法规还没

于中间体，并且满足“严格控制的条件”那么服务机构就应该有能力马 有提及，请企业务必和欧洲进口商及时就此事进行沟通。否则，等欧洲

上做出按照REACH法规中间体相关的条款来完成注册。在瑞欧科技欧 进口商提出要求的时候，可能已经为时已晚。REACH注册，真的已经

很“紧”了，企业你应对了吗？洲子公司RCS副总经理Shirely女士在参加ECHA第四次利益相关者会议

    的时候，与ECHA的专家就中间体注册的问题进行过深入的交流。

ECHA专家强调:“企业只需要分摊自己需要的数据，如果条件容许，

企业可以单独提交”。7月底，在瑞欧科技成功以中间体形式单独提交

VIEW 专家观点

ECHA发布联合提交化学品安全报告的指南手册

    欧洲化学品管理署（ECHA）日前就如何进行化学品安     然而，联合提交CSR确实存在着复杂性。如，在实际

全报告（CSR) 的联合提交发布了指南手册。 操作中组织注册人进行沟通，与领头注册人交流所有用途

和使用条件会存在难度。    欧洲化学品管理署（ECHA）日前就如何进行化学品安

全报告（CSR）的联合提交发布了指南手册。     为帮助注册者，ECHA此次发布的数据提交手册19“如

何联合提交化学品安全报告”描述了在IUCLID 5中进行    参加REACH联合注册的注册者可自行决定是联合提交
CSR联合提交的操作要点。还是单独提交化学品安全报告。对每个物质提交一份

CSR主要有三点好处：首先，使用者可获得来自所有制造  

商和进口商对该物质协调一致的暴露场景；其次，根据生

产和市场容量，CSR可以较为科学得给出环境暴露和潜在

风险；再次，监管机构可针对每种物质的CSR进行评估。

法国要求在REACH法规下对DMF和珠宝中

的铅实行限制

    法国卫生部近日称，其在4月15日提交的，要求在

REACH法规下限制珠宝中使用铅及其化合物，以及在处理物

品时禁止使用富马酸二甲酯（DMF）的卷宗已得到了ECHA的

批准。

    法国卫生部近日称，其在4月15日提交的，要求在

REACH法规下限制珠宝中使用铅及其化合物，以及在处理物

品时禁止使用富马酸二甲酯（DMF）的卷宗已得到了欧洲化

学品管理署（ECHA）的批准。

    ECHA表示这是目前唯一一份已提交的关于REACH限制的

卷宗，之后包括汞在内的六种物质也有可能提交相应的限制

提案。

    法国卫生部指出国内已有儿童因吸吮或吸入含有铅及其

化合物的珠宝首饰而中毒的案例被报道。同时，因接触含

DMF物品而引起皮炎的案例在法国也屡有报道。

个REACH限制提案发出呼吁，欢迎各方提出更多反馈信息。    去年，欧盟出台了对DMF的临时禁令。禁令原定于
有关各方的意见征询将截止至2010年12月21日，但ECHA鼓励2010年3月15日到期，今年3月12日，欧盟委员会决定将此禁
各方在9月21日前提交反馈意见，以便风险评估委员会令延长一年至2011年3月15日。（相关新闻）法国希望向
（RAC）和社会经济评估委员会（SEAC）有充裕的时间进行ECHA提交的提案可以促成在整个欧盟对DMF实行永久禁令。
评估。评委会的最终意见结果定于2011年6月，届时欧盟委员法国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局（AFSSET）将发布限制草案进行
会将会决定该禁令是否会生效及何时生效。咨询。之后，ECHA进行评议后，欧盟委员会将最终决定是否

引入该禁令。

     欧洲化学品管理署（ECHA）目前已就法国提出的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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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领头注册人对物质的新分类

    随着REACH正式注册的首个截止期（2010年11月30日） 味着在联合注册时企业需要opt-out自己提供分类标签，并提

供相应实验数据来支持，或者直接独立提交注册卷宗。无论哪的逼近，各个物质的领头注册人（Lead Registrant, LR) 的卷
种情况，从成本和时间上考虑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几乎都是不现宗编写工作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出于REACH法规对于注册
实的。而且，一旦2010年有LR提出了新的分类标签并注册成进程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LR在准备卷宗的过程中，需
功得到了 ECHA的认可，很可能会被列入欧盟 CLP法规就物质同一性标准（sameness)、分类标签（C&L）、涵盖用
（Regulation(EC) 1272/2008)欧盟物质和混合物的分类、标途 （ Identified Use)、 价 格 分 摊 机 制 （ Cost Sharing 
签和包装法规），届时企业再想推翻欧盟公认的分类标签更是Principal) 等和SIEF成员进行有效沟通。其中物质的分类标签
难于上青天。综上所述，如果由于分类标签的改变影响到了物是根据物质的理化性质、毒理学和生态环境毒理实验数据结果
质的注册截止期，为了保证注册号的有效性和贸易的继续进将其危害程度分类的标记，也与物质的注册截止期直接挂钩。
行，企业应跟上欧洲领头注册人的步伐；瑞欧科技

    根据REACH法规要求，决定物质注册截止期为2010年
(REACH24h China)作为REACH法规应对的专业机构，在得

11月30日的因素主要有2个： 到此类消息后会第一时间通知相关企业，协助企业积极应对此
       1、吨位：年生产/出口量>1000 t的物质； 类原因造成注册截止期提前的物质的注册。

      2、分类标签：CMR 1/2类物质，年生产/出口量>1 t或     此外，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在实际客户案例

R50-53类物质，年生产/出口量>100 t 中，已遇到了领头注册人提出分类标签更新，09年12月1日后

得到的后预注册号是否有效的问题，并就此问题咨询了    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 的SIEF谈判专家在前期的
ECHA有关部门，得到了对于企业有利的好消息：后预注册号联系过程中，发现目前公开可查到大部分物质的分类标签来自

仍然有效并可用于个人卷宗的编写，只需在REACH-IT系统上危险物质指令(DSD, 67/548/EEC)的附件I, 而LR在进行

将注册截止期相应的更新到2010年11月30日即可。因此企业REACH正式注册的过程中，通过实验得到的数据，很可能推
可省去向ECHA提交查询（Inquiry）的所需的时间和经济成论出了不同于67/548/EEC的新分类标签。一旦物质被LR重
本，直接参与到联合注册中。新分类为了CMR 1/2或R50-53) 那么往往会使前期完成了

（后）预注册而吨位较小的企业措手不及。原因在于一旦国内

企业不同意LR根据实验数据结果推导出的物质新分类，就意

附：DSD和CLP下影响注册截止期的分类标签

分类标签

致癌、致突变和生殖毒性1类

致癌、致突变和生殖毒性2类

水生生物毒性
R50-53

CLP
(Hazard Class-and-Category)

Carc. 1A
Repr. 1A

Carc. 1B
Muta. 1B
Repr. 1B

Aquatic Acute 1
Aquatic Chronic 1

DSD

Carc. Cat. 1
Repr. Cat. 1

Carc. Cat. 2
Muta. Cat. 2
Repr. Cat. 2

N; R50-53

REACH法规中物质鉴定的重要性

       2007年6月，ECHA发布了《物质鉴定和命名指南》文件       REACH法规附件VI第2条Identification of the substance中

（以下简称《指南》），旨在通过该指南文件帮助潜在注册人 对物质鉴定信息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与规定。法规要求，个
人卷宗中需要体现物质名称或其它识别符、物质分子式和结构理解REACH法规下物质鉴定信息的重要性及必要性。根据目前

整体注册形势，绝大多数中国企业选择通过联合提交的方式进 式信息以及物质组成共计3大项15小项的内容。本文主要探讨物

行注册。因此，中国企业如何积极准备物质鉴定信息在正式注 质鉴定信息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光谱及色谱数据信息。
册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面对第一个正式注册截止日期的到

3． 物质鉴定具体方法的选择
来，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专家就当前物质鉴定方面

    《指南》中明确指出，紫外-可见吸收光谱（UV-Vis）、
的问题和重要信息进行了总结与归纳。

红外光谱（IR）、核磁共振谱（NMR）和质谱（MS）可以用1. 物质鉴定在REACH法规下的重要性
来作为有机物的定性手段，同时需要气相色谱法（GC）或高效    物质鉴定，毋庸置疑是企业顺利完成注册的首要因素之

一。REACH法规规定，已经完成预注册的物质在正式注册卷宗 液相色谱法（HPLC）进行定量分析。对于无机物，X射线衍射
中必须提供物质鉴定信息。特别强调的是，对于未进行预注册 （XRD）、X射线荧光（XRF）或原子吸收光谱（AAS）可能
的CMR 1或2类物质及非分阶段物质，在正式注册之前必须进 更加适用。针对《指南》内容，结合瑞欧科技在正式注册工作
行以物质鉴定信息为核心内容的Inquiry提交。物质鉴定信息是 中总结的宝贵经验，瑞欧科技专家建议企业根据不同物质类型
确定物质同一性的最重要的信息，而物质同一性是数据共享和 及产品特点选择适合的物质鉴定手段来获得充分的物质鉴定信
REACH联合提交的前提。由此可见，物质鉴定信息是企业应对 息以符合注册的需要。表1为瑞欧科技根据不同物质类型推荐的
REACH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一般测试项目。

2. 个人卷宗中物质鉴定信息内容

    需要指出的是，部分领头注册人会根据物质特殊的理化性     现在距离首个注册截止日期只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了，对
质推荐相对有效的物质鉴定手段。例如，橡胶硫化促进剂 于2010年需要进行注册的企业，需要马上行动进行物质鉴定信
MBTS的 领 头 注 册 人 GENERAL QUIMICA, S.A.推 荐 息的收集。由前期经验来看，整个物质鉴定流程需要15~25个工

作日。对于理化性质特殊的单组分、多组分或UVCB物质来NMR，IR，UV和HPLC作为该物质的定性定量分析手段。而橡
说，顺利完成分析测试则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瑞欧科技再次胶促进剂ZBEC的领头注册人FLEXSYS SA/NV根据ZBEC在
呼吁国内企业，尽早完成物质鉴定信息的收集，把主要精力投HPLC色谱柱中易分解的特点建议各注册人利用碘滴定的方法进
入到迫在眉睫的REACH注册工作中去。行测试。为了尽量满足SIEF内物质同一性标准的要求，瑞欧科

技专家推荐企业选用领头注册人推荐的测试项目进行物质鉴定。

VIEW 专家观点

物质种类 一般测试项目 应用举例 备注

有机物
UV, IR, NMR, 

HPLC/GC
环氧乙烷、橡胶助剂

CBS等
MS 可选，如含有>1%
的杂质，建议色谱-质
谱联用检测，并提供该

物质质谱图
有机金属盐

UV, IR, NMR, 
HPLC/GC/Titration 

+ICP
橡胶助剂PZ （锌盐）

无机物 XRD, XRF 硫酸镁、氧化锌、
过碳酸钠 IR 可选

无机晶体 XRD+XRF 氧化铝

酸、碱化合物
等 Titration等 硫酸

特殊例子
PAHs，重金属检测，

元素分析 炭黑 C\N\O\P\S 元素分析仪

朱凯   研发部 化学品法规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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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欧盟（EC）No 340/2008文件即REACH法规下的收费法      根据欧盟2003年5月颁布的2003/361/EC文件中对SME的定

案 ， 中 小 微 型 企 业 SMEs(micro, small and medium-sized 义，雇员人数和年营业额或年负债资产表总额必须小于一定阈
enterprises)可在注册行政费、更新行政费上享受到很大程度的 值。具体分类如下表：
优惠，针对中型，小型，微型企业的收费比例分别为大型企业

的70％,40％,10％。以注册截止期为2010年11月30日的大于

1000吨/年的普通物质为例，大型企业单独提交卷宗的行政费

用为31,000欧，SMEs企业的行政费分别为，中型企业21,700

欧，小型企业12,400欧，微型企业3,100欧。在REACH法规

下，此优惠也同样适用于非欧盟企业。REACH收费法案中明文

规定：要根据非欧盟生产商的企业规模而不是唯一代表的企业

规模来判断是否享受价格优惠。

     那么，需要满足怎样的条件才是SME？国内企业又该怎样

判断自己的规模是否为SME，并在REACH法规下合理享受费用

优惠呢？

REACH法规下对SMEs的优惠，你享受了么？
瑞欧科技 夏雯娟

VIEW 专家观点

Note: 5、关于企业规模的变动，在申请成为SME之后如果有一年的雇

员人数或财务状况超过了阈值，并不会立刻改变企业的中小型1.货币单位为欧元。
企业的状态，如果连续2年都超过阈值，则不再属于SME之列；2.雇员的定义应该遵从本国的劳动法。雇员人数必须以AWU
同理，如果连续2年都满足SME的标准，则企业的状态属于（Annual Work Units)来表示，即该公司的全职员工以及兼职
SME。员工，季节性员工乘以百分比的总和。雇员包括：普通雇员，
    对于各项指标的计算方法，2003/361/EC文件中也有章可在该企业附属企业工作的人员，企业所有者，参与企业日常活
循。按照企业的资本组成或控股权情况，文件将企业分为三种动并从中获利的合伙人。学徒工、见习生、假期培训生不包括
类型：自主型企业、合伙型企业、联合型企业。不同类型企业在内。
在统计人数和财务情况时，有所区别。3.雇员人数的阈值是必须满足的，关于财务状况即年营业额和

年负债资产表总额只要满足其一即可。

4.财务状况应使用上一个财务年的数据，对于新成立的企业

（没有上一个财务年的数据），则需要针对目前的营业状态做

一个合理的估计。

自主型企业（autonomous)
定义：

a 完全独立，即完全持有自身股份和选举权且不持有任何其他企业的股份和选举权；

b 在其他企业中持有不超过25%的股份或选举权（以比重高的为准）；或其他企业和机构持有本公司股份或选举权不超过25%。

计算方法：

按照企业本身雇员人数和财务情况计算

当以下投资人持有企业 25%以上50%以下股份或选举权时，企业仍可归类为自主型企业。这些投资人分别是：公共投资公司、

风险投资公司、个人投资者、大学、非盈利研究机构、机构投资人（例如：区域发展基金）、居民数<5,000，且年预算<10 

million euro 的自治性地方当局。

合伙型企业（partner enterprise）
定义：

a 持有其他企业至少25%但不超过50%的股份或选举权；

b 或其他企业持有本企业至少25%但不超过50%的股份或选举权

这样的企业互为彼此的合伙企业。

计算方法：

企业本身数据 + 合伙企业数据 × 股份比例

案例：

企业A持有C的33%股权，D的49%股权，而B 又持有A的25%的股权，此时，

企业A的雇员人数 = 100% A + 25% B + 33% C + 49% D

企业A的财务状况计算方法同上

联合型企业（linked enterprise）
定义：

a 持有其他企业50%以上的股份或选举权；

b 或其他企业持有本企业 50%以上的股份或选举权

计算方法：

企业本身数据 + 合伙企业数据 

案例：

企业A持有C的51%股权，D的100%股权，而B 又持有A的60%的股权，此时，

企业A的雇员人数 = 100% A +100% B + 100% C +100% D

企业A的财务状况计算方法同上。

以上方法计算的结果，符合SME的企业大多为自主型企业。

    目前，企业可通过填写SME申明的方式，提供企业自身以及和自身有关系的（partner or linked）企业的信息，作为日后备查

证据。对于已经以SME身份在REACH 下完成了注册的企业还会关心，如果后续规模壮大，不再是SME，之前的注册号还可以合法

使用么？需要交付给ECHA（欧洲化学品管理署）什么费用么？针对这一问题瑞欧科技的研发部专家致信ECHA，得到明确回复，

针对这种非谎报企业规模的情况，企业不需要补交行政费的差价，但是需要交付更改企业信息的费用。详细步骤请见瑞欧网站新闻：

http://www.reach24h.cn/news/reachnews/2010/0811/echa-sme.html。

    欧洲约2000万左右的中小型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席位，同时促进了竞争，给欧洲经济注入了活力，所以 欧盟非常重视

中小型企业，大力帮助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尽可能帮助他们消除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同时，执法部门对于谎报企业规模的行为也

是违者必究的。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专家提醒企业一定要保留企业规模变更的证据，最近2年的财务状况证明，以备执

法部门对企业以及OR的审查。

SME的定义

企
业

的
类

别

阈值

雇员人数 年营业额 或者 年资产负债表总额

中型

小型

微型

<250 ≤ € 50 million ≤ € 43 million

<50

<10

≤ € 10 million

≤ € 2 million

≤ € 10 million

≤ € 2 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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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安全评估：

暴露评估应基于危害评估结果还是物质分类？

-21

     REACH法规下，当物质出口吨位大于10吨/年时，必须向 氟化氢（CAS：7664-39-3），在67/548/EEC下的分类标签

欧洲化学品管理署（ECHA）提交注册卷宗和化学安全报告 是：T+; R26/27/28 - C; R35[注：T+：非常有毒的；C：腐蚀

（CSR)。暴露评估是化学安全评估（CSA）一个非常重要的 性的；R26/27/28是通过吸入，皮肤和吞服非常有毒的；R35 

组成部分。当物质在67/548/EEC下被分为危险的或PBT / 引起严重的烧伤]。该物质没有被分类为对环境有危险，但从

vPvB的物质时，就必须进行暴露评估和风险表征。那么，如 其急性毒性，长期毒性等测试数据，可以判断出该物质会对

何进行暴露评估呢？目前，关于如何进行暴露评估，有两种 环境造成一定的危害。因此，该物质的暴露评估不仅需要评

观点。一个是以欧洲工业协会（CEFIC）为代表的工业界，认 估人类健康的风险，也需要评估环境的风险。

为应该基于物质的分类，即暴露评估只需要考虑有分类的危      当前，以欧委会为代表的官方，和以欧洲工业协会为代
害；另一个是以欧委会（European Commission）为代表的官方 表的业界正在博弈，至今欧洲化学品管理署（ECHA）也还没
政府，认为应该基于危害评估的结果，即暴露评估不仅需要 有最终的官方文件发布。由于欧洲化学品署和欧洲工业协
考虑有分类的危害，也需要考虑尚没有分类的潜在危害。 会，曾经就不同晶型的物质REACH应对的指南进行激烈讨

     欧洲工业协会（CEFIC），从工业界实际操作的角度考 论，最终ECHA不得不在7月21日收回已经发布不到1个月的指

虑，认为暴露评估只需要考虑有分类的危害。物质没有分 南。最终暴露评估到底是基于有分类的危害还是基于危害评

类，说明其没有相关的危害，就不需要再进行相应的评估。 估的结果进行评估，还需要进一步关注。瑞欧科技

这 一 观 点 ， 遭 到 欧 委 会 的 反 对 。 欧 委 会 （ European （REACH24h China）专家提醒需要独立开发暴露场景的企业，

Commission）认为，根据REACH法规附件I的第5部分，即根据 选择一家有技术实力的REACH服务机构，是非常必要的。

危害评估的结果，进行暴露评估。因为一个物质可能存在某

种危害，会引起一定的风险，但不会被分为危险的物质。如

欧盟REACH法规对橡胶助剂行业

的影响及最新进展

      橡胶助剂，是指橡胶加工用的一大类添加剂，包括硫化 的地位，作为中国橡胶协会唯一指定的REACH技术服务商，
剂(交联剂)、硫化促进剂、硫化活性剂、防焦剂、防老剂、 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专家将深入浅出的对橡胶助
软化剂、增塑剂、塑解剂等主要助剂。在REACH法规中，橡 剂行业的REACH注册进行分析。本文以中国橡胶助剂行业产
胶助剂是属于“物质”的范畴，即出口到欧盟市场的橡胶助 量较大的两个助剂-促进剂CZ/CBS (CAS：95-33-0)、促进剂
剂必须完成（预）注册后，才能合法的投放。2010年11月 MBTS(CAS：120-78-5)为例，详细阐述REACH法规对橡胶
30日，是REACH法规中规定的第一个注册截止日期。在 助剂行业的影响和介绍最新的REACH注册进展，以指导国内
2010年11月30日前，大吨位（大于1000吨/年）、高毒性 橡胶助剂企业更好的应对REACH法规从而维持与促进与欧贸
（CMR1&2，大于 1吨/年）、环境毒性（R50/53，大于 易的稳定。
100吨/年）的物质必须完成正式注册，否则将不能合法的投

放欧盟市场。橡胶助剂行业在整个橡胶行业中有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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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橡胶助剂，REACH法规，欧盟，REACH注册 规的安全数据表（SDS）。根据欧盟配制品分类相关的法规，

含促进剂CZ/CBS的配制品，当促进剂CZ/CBS含量超过    橡胶助剂是指橡胶加工用的一大类添加剂，包括硫化剂
0.25%，则需要为配制品编写符合REACH法规的SDS。(交联剂)、硫化促进剂、硫化活性剂、防焦剂、防老剂、软化

剂、增塑剂、塑解剂和再生活化剂、增粘剂、胶乳专用助剂等 1.2 促进剂CZ/CBS REACH注册的最新进展及国内企业应对措施
主要助剂，还有着色剂、发泡剂、阻燃剂等助剂可与塑料助剂

    促进剂CZ/C BS的REACH注册，在欧盟由Sulfenamide / 通用。橡胶助剂起源于天然橡胶的硫化。目前,橡胶助剂处于
Thiazole Consortium来领导进行。该注册联合体涵盖了包括稳定时期，硫化促进剂和防老剂两类主要有机助剂的产量大约
CBS在内的8个橡胶助剂物质，其他七个物质是MBS(CAS: 为生胶消耗量的4％。欧盟REACH法规的主要原则是：“No 
102-77-2)、 DCBS(CAS: 4979-32-2)、 MBT(CAS: 149-data，No market”，即“没有数据，没有市场”。对于橡胶助
30-4)、 SMBT(CAS:2492-26-4)、 TBBS(CAS: 95-31-8)、剂之类的物质类产品而言，这意味着没有注册/预注册，就不
ZMBT(CAS: 155-04-4)、MBTS(CAS: 120-78-5)。目前促进得合法投放欧盟市场。同时欧盟REACH法规规定大吨位（大于
剂CZ/CBS的注册进展为：1000吨/年）、高毒性（CMR1&2，大于1吨/年）、环境毒性
a）领头注册人（R50/53，大于100吨/年）的物质必须在2010年11月30日前

完成注册。 促进剂CZ/CBS的领头注册人是朗盛(LANXESS N.V.)。目前，

该公司已经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CHA）进行了领头注册人    我国是橡胶助剂的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2008年我国橡胶
登记，并计划在2010年11月30日之前完成正式注册。助剂总产量为60万吨，超过世界总产量的50%，其中30%出

口，且出口量逐年增长。促进剂CZ/CBS和促进剂MBTS是橡胶 b）领头注册人推荐的物质同一性相关图谱数据
助剂行业中比较重要的两个产品，本文将以这两个产品为例介 物质同一性标准，是所有参与REACH联合提交注册的基础。只
绍REACH法规对橡胶助剂行业的影响和REACH法规的最新进 有企业的物质与领头注册人的物质保持一致，才能参与领头注
展。我国橡胶助剂企业务必重视欧盟REACH法规带来的的影 册人的联合注册。为了鉴别参与联合提交企业的物质与领头注
响，认真应对以确保对欧贸易的稳定和发展。 册人物质保持一致，领头注册人推荐用HPLC（高效液相色谱）

来鉴别物质的纯度，用UV（紫外）、IR（红外）、NMR（核
1  促进剂CZ/CBS与REACH法规 磁）、MS（质谱）来鉴别和确定物质的结构。

    需要国内企业注意的是，这些谱图信息是REACH注册卷宗1.1 在REACH法规下的定义及法律义务
中必备的数据。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的专家提醒企

    促进剂CZ/CBS(CAS号码：95-33-0)，又名为N-环已基
业，REACH法规中，对谱图信息有极为苛刻的要求，在ECHA先

-2-苯骈噻唑次磺酰胺。在常温常压下呈乳白色或米色粉末，
前接受的注册卷宗中，就有相当数量的注册卷宗因谱图信息缺

是优良的后效性促进剂，适用于天然胶及合成胶和轮胎等橡胶
失而没有通过其专家审核。因此，企业在取得谱图的过程中，

制品。在REACH法规中，促进剂CZ/CBS属于物质的范畴。根
最好能与权威的REACH技术服务机构联系以获得其专业的帮

据欧盟分类相关的法规67/548/EEC，促进剂CZ/CBS分类为
助。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作为中国橡胶协会指定的

R43和R50-53（注：R43为皮肤接触会产生过敏反应，R50-
REACH技术服务商，愿意为国内的橡胶助剂企业免费提供相关

53为对水生生物极毒，可能导致对水生环境的长期不良影
的帮助。

响）。根据REACH法规的相关规定，分类为R50-53的分阶段物
c）最新SIEF进展及数据费用情况质，如果吨位超过100吨/年需要在2010年11月30日前完成注
    据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专家7月底最新一次与领册。故促进剂CZ/CBS年欧盟出口量超过100吨的中国企业需要
头注册人联系获得的消息，截止到目前为止，领头注册人共收在今年11月30日前完成正式注册。
到5-8个 SIEF成员的反馈。据领头注册人介绍，促进剂

CZ/CBS整个注册所花的费用约为28万欧元，联合提交内容包

括化学安全报告（CSR）。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每个要参与注

册的企业需要的数据费用约为：3万5千欧元至5万6千欧元。这

个数值与最终参与注册的企业数目直接相关，即参与注册的企

业数目越多，数据费用越少。

    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专家建议国内促进剂

CZ/CBS企业需要做的工作有：与欧盟客户就促进剂CZ/CBS企

业的REACH事务进行沟通，详细了解欧盟客户对涉欧产品的

促进剂CZ/CBS在REACH法规中的责任和义务有： REACH要求；委托专业的REACH服务提供商，尽早向领头注册

人表达注册意愿以便能按时完成REACH注册。只有这样，国内
a）REACH预注册和注册 的促进剂CZ/CBS企业才能化解REACH法规带来的风险。
    促进剂CZ/CBS，列在欧盟现有物质清单中，属于分阶段

物质。因此需要做(后)预注册和注册。

b）REACH 供应链信息传递

    促进剂CZ/CBS，符合67/548/EEC危险品的分类标准，根

据REACH法规第31条(1)规定，需要为该物质编写符合REACH法

图 1: 促进剂CZ/CBS的二维/三维结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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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处理阶段的统计：

     2010年各成员国在预处理阶段被接受的卷宗数如下图（图

3）所示。数据截止至6月10日，德国被接受的卷宗数共752份，

位于各成员国之首，其次是西班牙和英国。

    从下图（图4)每月预处理阶段的统计数据（2009年8月-

2010年7月）来看，进入2010年后，被接受的注册卷宗数有明显

增长，C&L卷宗的提交更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

    据 ECHA估计，2010年提交的注册卷宗预计将至少有      2010年对于REACH注册来说是一个很关键的年份，欧盟各

25,000份，并且在最后几个月会出现REACH注册和CLP通报的双 橡胶助剂企业对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从2010年11月30日开

重高峰。ECHA指出，从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收到的卷宗数虽 始，任何没有完成注册的高吨位橡胶助剂产品投放欧盟市场都

在预期范围内，但注册率低于预计。他们敦促企业尽早提交注 是非法的。届时，欧盟的橡胶助剂市场将发生一次新的变革。

册卷宗。此外，为了提高注册的成功率，他们提醒企业的卷宗 众多没有能力应对REACH法规的企业将被排挤在欧盟市场之

必须要符合“商业规则”。ECHA表示，成功的关键在于提前熟 外，而正在积极准备并完成REACH正式注册的企业将是最终的

悉提交过程。离第一批注册截止日期（2010年11月30日）仅剩 受益方。瑞欧科技建议国内的橡胶助剂企业，明确REACH注册

几个月时间，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在这里也提醒广大企 需求、了解REACH动态。REACH注册对于国内橡胶助剂企业来说

业，应对时间紧迫，欧盟各成员国的监管也在逐步加强中，为 既是一个壁垒，同时又是一个机会。

防止贸易受到影响，企业务必及早行动起来，开展相关工作。

措施2  促进剂MBTS与REACH法规
    促进剂MBTS的REACH注册目前也是由Sulfenamide / 

2.1 在REACH法规下的定义及法律义务 Thiazole Consortium来主导进行，该物质的领头注册人为

    促进剂MBTS，英文名di(benzothiazol-2-yl) disulphide。 GENERAL QUIMICA,S.A.。目前，该物质的领头注册人已经在

ECHA进行备案。目前的进度为：1）注册意向调查结果：其化学名是二硫化二苯并噻唑，分子式为C H N S ，浅黄色针14 8 2 4

2010年将有11位SIEF成员完成注册，2018年将有14位SIEF成员状结晶，是目前常用的硫化促进剂之一，广泛用于轮胎、软
完成注册；2）基于最新的注册意向调查结果，估计的LoA价管、橡胶垫、防水布、艳色的橡胶帛品、胶管、电线、电
格为：30,000 – 35,000欧/每注册人/完整卷宗；3）卷宗提缆、胶鞋等非食品应用的橡胶制品。在REACH法规中，促进剂
交时间：2010年8月的最后一周。MBTS属于物质的范畴，其CAS号为120-78-5。其在欧盟危险

品指令（DSD）中分类为可能对水生环境造成长期有害影响     为应对REACH法规，国内促进剂MBTS企业首先要做的就
（R50/53）物质。根据REACH法规的规定，年欧盟出口量超过 是确定自己的注册意向和需要注册的吨位。企业确定好注册
100吨的企业需要在今年11月30日前完成正式注册。 意向及吨位后，企业应委托专业的REACH服务提供商向领头注

册人通报自己的注册意向、了解最新的注册进展、制备注册
促进剂MBTS在REACH法规中的责任和义务有：

卷宗，从而完成REACH注册。

a）REACH预注册和注册
3  REACH法规的最新进展

    促进剂MBTS，列在欧盟现有物质清单中，属于分阶段物

质。因此需要做(后)预注册和注册。     2010年6月中旬，欧洲化学品管理署(ECHA)发布了截止至

6月10日的最新REACH统计数据。此次发布的数据不再按照提
b）REACH 供应链信息传

交数来统计，而是按照预处理和处理两个阶段分别进行统
    促进剂MBTS，符合67/548/EEC危险品的分类标准，根据 计。ECHA指出，卷宗上传后，REACH-IT系统需要进行多种处
REACH法规第31条(1)规定，需要为该物质编写符合REACH法 理过程。对卷宗的处理总体可分为两部分，即预处理和处
规的安全数据表（SDS）。根据REACH法规第31条(1)规定，含 理。所有类型的卷宗都必须进行预处理，包括病毒扫描、文
促进剂MBTS的配制品，当促进剂MBTS含量超过0.25%，则需 件格式和商业规则的确认。在处理阶段则需要进行技术性完
要为配制品编写符合REACH法规的SDS。 整核查(TCC)和最终的完整性核查。

2.2 促进剂MBTS欧盟REACH注册的最新进展及国内企业应对

病毒检查 格式检查 技术完整性检查 完全完整性检查 分配注册号卷宗商业规则检查

预处理 处理

图 2 REACH注册卷宗审核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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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为2009年8月-2010年7月期间每月进入处理阶段的卷宗数统计。2010年3月进入处理阶段的卷宗数有明显增长。

联合卷宗包含CSR，企业就可以坐等注册号了吗？

图 5  每月处理阶段的统计数据（处理阶段）

     REACH法规下，若投放欧盟市场物质吨位大于10吨/年， LoA中对CSR的规定有多种形式，总结有如下几种：

化学安全报告（CSR）必须和技术卷宗一起提交给欧洲化学品     1) 包含Part A 和Part B两部分。由于各个企业的物质用途
管理署（ECHA）审核，企业才能成功拿到注册号。对于非欧 不一样，欧洲化学品管理署建议企业最好自己做Part A部分。
盟企业而言，由于没有完成注册所需要的数据，只能采用和领 若企业考虑各种因素，没有做Part A部分，也被接受，不会影
头注册人联合提交，采用购买注册所需的数据引用权 响整体的注册。
（LoA）的形式，完成REACH注册工作。大多数企业，都非常

    2) 仅包含Part B，不包含Part A部分。此时，就需要联合
关心自己购买的LoA 是否包含所需的数据和CSR，并不清楚即

提交的每个企业自己做Part A部分，并要保证物质使用过程中
使领头注册人所出售的LoA中包含CSR，也并不意味着就可以

运用的风险管理措施与领头注册人CSR中相应的暴露场景保持
高枕无忧了。

一致，否则提交的个人卷宗会被退回，无法获得注册号。
     化学安全报告（CSR）分为两大部分：Part A 和Part B。

    3) 包含Part A和Part B两部分，但企业的部分用途不被包
其中Part A 部分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即：物质生产和使用

含。此时，需要企业自己开发暴露场景，做风险表征，保证物
过程中运用风险管理措施的摘要；风险管理措施运用的声明；

质在使用过程中风险可控，同时需要确保技术卷宗中的用途信
风险管理措施被传递的声明。Part B 部分是CSR的主体部分，

息与CSR中的用途信息一致。若企业没有自行开发未被领头人
主要是物质的危害评估，暴露评估和风险表征。

联合卷宗包含的用途，即使拿到注册号，也不可以供货给该用
     瑞欧科技（REACH 24h, China）专家经过与上千个物质 途的欧洲客户。
的领头注册人长期密切联系后发现，领头注册人所出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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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严要求-新形势下的SDS

ECHA为了指导业界正确编写同时符合REACH法规和CLP法案

的合规SDS，在实践中不断对指南文件进行更新。

 1)  早在2010年1月份，ECHA发布有关修订REACH法规附件II的

第一次修订草案，文件中引进了CLP下分类标签的相关内容。

ECHA 内部成员也曾表示今年年初在短短两周的咨询期内就收

到了超过1000条的都是关于REACH法规新附件II草案指南评论。

 2)  2010年3月份，ECHA再次发布一份长达100多页的SDS编写

指南草案。

3)  2010年5月份，ECHA发布了REACH法规II的修订正式文

本——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453/2010。修订了原

REACH法规中的附件II 安全数据表的编写指南，修订的内容主

要关于SDS的编写内容，及生效时间。

4)  2010年6月份，ECHA官方发布新闻，随着第一个REACH注

册截止期（2010年11月30日）的临近，为了业界在接下来的
     欧盟REACH法规构建了一个庞大繁杂的新化学品管理体

几个时间内能集中精力准备注册卷宗和应对CLP通报，
系，法规本身既包括行政管理要求，也包括了大量的技术要

ECHA决定暂停原计划于2010年下半年要更新出台的10个指南
求，是一部综合性的化学品监管“大法”，很多方面是探索

文件，将于第一批REACH注册完成之后再发布，其中就包括
性的。自2007年6月1日正式生效以来，欧洲化学品管理署

“安全数据表（SDS）的指南文件”。
（ECHA）一直在对其进行不断的更新完善。

     由此可见，鉴于自身监管上的进步和业界实践中的具体
 1.SDS文本及指南多有修订 问题反馈，ECHA在法规实施过程中正在不断地对其文本和附

件进行修改、完善。中国的企业要符合REACH法规的各项要     安全数据表（SDS），2007年6月1日发布的REACH法规原
求，有必要密切跟踪其修订的最新动向，特别要重点研究欧文“第4篇供应链上的信息传递”和“附件II 安全数据表编写
洲化学品管理局（ECHA）发布的新闻、新的情况说明书和新指南”对其做了简要介绍。2009年1月20日CLP法案正式生
修订的指南文件，以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效，标志着联合国化学品分类与标签全球统一制度(GHS)在

欧盟的全面执行和实施，这也导致了SDS将进行重大调整。

   4)  不包含CSR，但可以提供联合卷宗中CSR的复印件。这是最容易忽视，也最容易出错的一种形式。严格意义上，此时领头注

册人提供的CSR，没有被纳入到联合卷宗中，是需要企业单独提交的。因此，个人卷宗与CSR联合提交的个人卷宗有很大的差

异，处理不好，会直接导致个人卷宗提交失败，无法按时获得注册号。

     由此可见，即使领头注册人的联合卷宗中包含CSR，个人卷宗的制作也会存在很大差异，需要审慎对待。瑞欧科技（REACH 

24h, China）专家建议，年出口大于1000吨的企业，在注册截止日期日益临近，注册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对REACH技术服务

机构的选择更要保持慎重的态度。一家负责任，有技术实力的服务机构会让您省去后顾之忧，从而专心贸易坐等REACH注册号。

    如果您对上述内容感兴趣或有疑问，请及时与瑞欧科技联系以获得更多的帮助！

3)  注册号的使用：生产商或进口商已经完成正式注册的物质，2.  修订后的SDS新元素
应在SDS中提供REACH注册号。

     关于附件II的指南草案，ECHA也曾遭遇了一系列负面评
4)  物质/配制品的确定用途：现行SDS中应注明企业产品的确论，业界曾提醒到“安全数据表”将可能演变为“安全数据
定用途（如阻燃剂）和不适宜的用途。SDS中1.2部分的用途，书”。近期，在英国的一次专题讨论会上，专家们表示根据最
和IUCLID注册卷宗编写时3.5部分填写内容应一致，并且和制作新发布的附件II修订版（REGULATION (EU) No 453/2010）的新要
/开发的CSR/暴露场景时覆盖的用途也一致。因此，瑞欧科技求，企业在编写SDS时需要进行更专业的判定，也需要提供更多
（REACH24H  CHINA）专家表提醒企业，该部分信息应结合企业的危害性数据。CHCS（化学品风险交流协会）主席Stuart 
自身产品实际情况填写，并不需要填写该物质所有的涉及用Longworth 表示新版附件II在安全数据表上较之前版本会有很多变
途，否则将增加额外的CSR/暴露场景开发工作。化，企业需要仔细阅读附件II及其指南文件，同时还需仔细研究
5)  供应商的联系方式：新版本新增了对Email的规定，需要提供CLP法规，以便更好地进行理解其中的变化范围。瑞欧科技
联系方的邮箱地址。另对联系人及紧急电话作了规定，必须存（REACH24H  CHINA）及时跟踪法规动态，并结合自身理解，将
在于产品投放市场所在地。SDS的新变化元素及部分企业需要注意之处总结如下：

6)  第2和3部分位置转换：第2部分是危害鉴别（分类标签信1)  语言规定：自REACH发布以来，SDS即要求以产品投放市场
息），第3部分是产品组成成分信息。所在地的官方语言要求，目前市场上众多企业并未对此引起注

意。ECHA在执法检查中语言已列为重点检查项目。 7)  分类标签信息：SDS第2部分危害鉴别主要填写物质/配制品

在欧盟分类标签法规下的分类和标签信息（包括象形图、警示2)  标题固定：根据最新指南，SDS中16部分主体内容未变，即
词、危害术语和安全防范术语）。由于CLP法规实施的阶段性特16大标题固定。需要注意的是多次更新的文件指出SDS中16个大
点，导致SDS中该部分内容的填写和更新也具有阶段性时限，如标题下将有固定的副标题，目前总共已有47个，其中个别副标
下表所示：题视具体情况调整。

时限

2010-12-1之前

2010-12-1至2015-6-1之间

2015-6-1之后

产品形式

物  质

配制品

物  质

配制品

物质/配制品

8) 此外，新版本的SDS中加强了关于毒理学数据、生态毒理学数据、DMEL（推导最小影响水平）、DNEL（推导无影响水

平）、EQS（环境质量标准）、OEL（职业暴露限值）等内容，届时这些数据内容必须和IUCLID注册卷宗、暴露场景及CSR中的内

容一致，暴露场景将作为附件附于SDS之后。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专家提醒企业，随着法规及指南对各种数据的需

要，“安全数据表”确实很可能将扩展为厚厚的“安全数据书”。

可仅根据DSD进行分类和标签。也可选用CLP分类。当选用了CLP标准时，仍然
需要给出DSD的分类，即两者分类并存，此时标签只需要给出CLP标准的。

可仅根据DPD进行分类和标签。也可选用CLP分类。当选用了CLP标准时，仍然需
要给出DPD的分类和标签，即两者分类和标签都共存。

必须包含CLP下的分类和标签，但是在SDS中仍需要给出根据DSD的分类（以便
这些物质用于配制品的分类）。

可仅根据DPD进行分类和标签。也可选用CLP分类。当选用了CLP标准时，仍然需
要给出DPD的分类和标签，即两者分类和标签都共存。

物质和配制品都必须根据CLP分类，DSD和DPD全被废除，不得再使用。

    2010年5月底，REACH执法机关齐聚欧洲化学品管理署执法3. 最新SDS执法监管报告
论坛，与会人员对于首个REACH法规联合执法计划(REACH EN-

    SDS，作为一份详细的产品说明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持
FORCE-1)（2009年5月-2010年1月）的结果进行了评估，报告

有符合REACH法规的SDS将是一张畅行欧盟贸易市场的通行证。
显示11％的企业没有提供所需的SDS，20％企业的SDS没有使用

早在2009年5月份，ECHA启动首次REACH执法行动，其中一项重
规定的语言和格式，15%的SDS完全不正确。

点检查项目便是企业是否提供了符合REACH法规的SDS 。
    2010年6月，欧盟委员会环境理事会同时发布了欧盟各成员2009年12月7日，ECHA第三次相关利益者大会，CEFIC反复强调
国关于违反REACH法规条款的详细处罚措施，列举部分如下：SDS的质量将是今后REACH监查的一个重点。违反REACH法规面

临的不仅是金钱的罚款，可能涉及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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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形势，REACH正式注册正如火如荼地进行，CLP通报 结束语

也已悄然展开，欧盟各成员国关于违反REACH法规条款（如     CLP法案的实施虽然在两套分类标签体系衔接之间及
注册、授权和限制、供应链上的信息传递、下游用户的责 SDS的更新时间上为企业带来一定难题，但瑞欧科技
任）的详细处罚报告全部正式出炉，各项国家法律中均有相 （REACH24H CHINA）专家表示，CLP法案的实施同样也带给
应的具体处罚条例，若不按法规履行REACH及CLP义务都将受 企业一个良好的契机，企业应把握市场前沿信息，寻找专业
到法律的严惩。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专家提醒广大 机构确定并更新产品SDS中分类标签信息，国内外广大企业
企业，SDS仍然是今后执法检查的重要项目，并将承受 应时刻关注SDS及REACH相关动态，编写符合最新标准的合规
REACH和CLP两大法案的双重考验。 SDS，为顺利输欧贸易取得更多时间与机会，必将在竞争中

    关于更多执法监管信息可咨询瑞欧科技（REACH24H 占领优势地位，率先取得市场的认可！

CHINA）。

国家

保加利亚

……

1) 若违反法规第31(1)、31(2)、31(3)、31(7)、31(9)、32 (1)、32(3)、33(1)、34 和35条，对自然人罚款，对
法人经济制裁，罚款10000至100000BGN(约5113至51129EUR)；

2) 若违反法规第31(5)、31(8)、32(2)、36(1) 和36(2)条，对自然人罚款，对法人经济制裁，罚款5000至
50000BGN(约2557至25565EUR)；

3) 对累犯者罚金翻倍。

意大利 若违反法规第7条的第3部分、第31条的第1,2,3,7,8,9部分和第32条，罚款10000-60000欧元。

拉脱维亚 若未在安全数据表中提供适当信息或提供不真实的信息(Article31)，罚款500-1000LVI(约711-1423欧)。 

瑞典 若未提供瑞典语言版本的安全数据表(SDS),需要缴纳5000瑞典克朗(约480欧元)的制裁费。

REACH法规下对物品监管条款的解读

    虽然REACH法规并不要求物品（即产品）中非有意释放物质的注册，然

而REACH对物品中的物质是有很强的监管效应的。随着欧盟各成员国监管

力度的日益加强，企业不应再抱有侥幸心态，应充分认识到应对REACH法

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于物品的制造商、进口商和其他供应商需要履行注

册、向ECHA通报、就某些特殊的物质与消费者进行沟通、服从对某些物质

的限制要求等义务。正确判断物品中哪些物质需要注册，排查物品中使用的

高关注度化学物质（SVHCs）及限制物质，理清需承担的责任义务，是企

业顺利应对REACH法规，掌握贸易主动权的关键。

REACH中与物品中的物质的监管有关的条款如下： 
条款3（3）：物品的定义； 

条款7：物品中物质的注册和通报； 

条款57和59：高度关注物质及其如何被归入列表中；  

条款33：物品中物质信息传递的责任； 

附件ⅩⅦ：有关某些制造及进口的物品中物质的限制条件。

2. 物品中物质信息传递的责任

    在列入高度关注物质（SVHC）候选清单之日起，如果欧盟

的供应商所售物品的 SVHC在物品中的含量超过0.1％，根据

REACH法规33条规定，必须向消费者提供其可获取的充足信息
（至少包括物质名称），以确保消费者能够安全使用有关物
品，相关的信息应自收到消费者请求起45天内免费提供。

    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专家认为，加强供应链上信息
的传递与管理才是应对SVHC的关键所在。通过与供应商在产
品信息方面的交流，覆盖了从原材料选择到最终产品销售的全
部过程，逐步完善对产品信息危害性质及安全使用信息的掌
握。

3.物品中物质的授权和限制

    为了保证高关注度物质的危害得到有效控制并且逐步被其
它物质所取代。高关注度物质将逐渐列入REACH法规的附件 
XIV中。一旦被列入此附件，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这些
物质自实施限制之日起，不得投放市场或进行使用。
根据67条、附件XⅦ《对某些危险物质、配制品和物品制造、
投放市场和使用的限制》对58类物质列出了限制条件。附件中
包含的对其加以限制的物质自身、在配制品中或物品中的该物
质不得制造、投放市场或使用，除非遵守限制条件。
 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专家建议有条件的企业尽早开展
物品应对REACH法规的措施，明确物品中在REACH法规下需要
注册的物质，建立绿色供应链的产品目录，以供应链信息传递
和管理为主线完善产品信息；辅以必要的分析检测，将相关信
息文件化并归档，在适当的时候向供应链下游传递；增强应对
SVHC的主动性和能力，合理控制成本；准确排查物品中需授
权和限制物质等，最大程度降低产品所承担的风险。

（ECHA）通报。对于列入SVHC清单中的物质，从2011年6月

1号起6个月内通报。（注：当生产商或进口商在包括处置在内
的正常或可合理预见使用条件下，可以排除向人类或环境暴露
时，可不进行通报，但应该提供安全指引；对已经为其用途注
册过的物质，无需通报！）

1.什么是SVHC？

    根据法规57条，具有以下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危险特性，而1.REACH法规下对物品的定义
引起高度关注的物质：   

    REACH法规条款3对物品的定义为，在制造过程中获得特     a)致癌、致畸、生殖发育毒性(CMR)第1类或第2类的物
定形状、外观或设计的物体，这些形状、外观和设计比其化学 质； 
成分更能决定其功能（例如电子产品、服装、玩具及其部

    b)符合REACH 法规的附件XIII中的判定标准，具有持久件）。
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的物质（PBT物质）以及具有非常高的
持久性及非常高的生物累积性的物质（vPvB 物质）；2. 物品中物质的注册和通报
c)与前述三类物质相当的物质，经过科学证据表明，可能对人

    REACH法规条款7条规定，物品的注册及通报的要求仅分
类健康和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如某些内分泌干扰物，将逐个

别针对含有意释放的物质和有高关注度物质（SVHC, 
鉴别。 

Substances of very high concern）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需
    到目前为为止，共有38个物质被列入高关注度物质

要考虑物品中有意释放物质及SVHC的含量。
（SVHC）清单，包括2008年10月公布生效的SVHC第一批清单

2.1.企业如何判断物品中需要注册的物质 （15项），2010年1月公布生效的SVHC第二批清单（14项），
2010年3月30日公布生效的第二批SVHC清单增补（1项），    a) 有意释放：物质/配制品在物体中释放是为了实现物品
2010年6月18日公布生效的SVHC第三批清单（8项）。某一附加功能。释放与物品的基本功能没有直接关系，此时物

质/配制品在正常使用时或可合理预见使用时从物体中释放定
义为有意释放(如芳香橡皮檫、香水玩具等)，需要基于

REACH条款7（1），当物质的吨位量≥1 t/a时，这种有意释放

的物质需要注册。

    b) 非有意释放：物质的释放既不属于原定的基本功能也
不能提高物品的附加值。如木材中的甲醛、轮胎中的多环芳
烃。根据Artucle7.5物质在物品中的总数量大于1吨/年/生产
商或进口商，欧盟化学品管理局有理由认为物质从物品中释
放，且对人类健康或环境带来风险，不属于有意释放的物质，仍需
要注册。

    c) 特殊容器或载体：当某物品中，有意释放出物质/配制
品是为了实现其基本功能， 转移后并不导致物体及物质/配制
品的基本功能的丧失，则该物品应该被认为是“包含在特殊的
容器或载体中的物质/配制品”，而不应该被认为是含有有意
释放物质的物品。如打印机墨盒中的墨水、清洁布中的清洁
剂、玩具泡泡枪中的泡泡液，按物质或配制品要求注册，而墨
盒、清洁布、玩具枪按物品对待。

    d) 废弃物泄露：REACH法规中，废弃物不被视为物质、
配制品或物品。电子产品中液晶体、电解电容中电解液、玻璃
温度计中的酒精/水银，属于物品的构成部分，与包围他的物
体构成一个物品，一旦物品破损，液体会产生泄漏，整个物品
连同液体也就废弃。正常情况下，此类物品遵循REACH法则中
关于物品的条例，在破损情况下，按废弃物对待，不需要遵循
REACH法规。

2.2.物品中物质的通报

    如果供应商一年生产或进口的物品中高关注度物质

（SVHC）的含量总计超过 1 吨，并且物品中的 SVHC含量超

过 0.1％，应该将SVHC 的使用情况向欧盟化学品管理局

王肖梅  研发部 化学品法规咨询专家

                       电话：0571-87007511    邮箱：wxm@reach24h.cn

                    传真： 网站：0571-87007566    www.reach24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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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即将启动“PAHs”执法，

企业你准备好了吗？

序号

1

2

3

中文名称

苯并(a)芘

苯并(e)芘

1,2-苯并[A]蒽

英文名称

Benzo[def]chrysene

Benzo[e]pyrene

Benz[a]anthracene

CAS 号码

50-32-8

192-97-2

56-55-3

    多环芳烃（PAHs) 是100多种多环化学结构式的总称，是一类具有“三致作用（致癌、致畸、生殖发育毒性）”的环境污染

物，并且具有明显的生物累积效应，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不容忽视。1976年，美国环保局(EPA)在“清洁水法”中颁布的工业

废水中129种“优先监测污染物(Priority Pollutants)”中就包括了16种多环芳烃（PAHs），属非挥发性的一级污染物，被认为具有

毒性、致突变性及致癌性，包括从最简单的两环萘到六环的苯并[g, h, i]苝。1990年我国提出的68种“水体优先控污染物”中也

包括有7种多环芳烃（PAHs）。

    近二三十年来，人们在大气、水体、土壤、沉积物、食品和生物体内均检测到多环芳烃（PAHs），由于其在环境中分布广

泛、稳定性强、生物富集率高、危害大，中国、美国、欧盟等国家及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等一些国

际组织均将PAHs定为优先控制环境污染物加以监测和防控。

1. REACH法规下多环芳烃（PAHs）的限制

    欧盟于2005年12月发布了2005/69/EC指令，该指令主要针对填充油和轮胎中的多环芳烃(PAHs)含量，并对直接投入市场的填充油

或用于制造轮胎的填充油所应符合的技术参数做了相应的规定，该法令将于2010年1月1日开始实施。在2009年6月份，

2005/69/EC指令被REACH法规所取代，即2010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PAHs指令”将在REACH法规的限制框架下实施。针对填充油和

轮胎的新“PAHs指令”不仅规定了填充油和轮胎中的多环芳烃(PAHs)含量，同时也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测试标准。

REACH法规附件XVII ( 对某些危险物质、配制品和物品制造、投放市场和使用的限制）第50条规定了8种多环芳烃(PAHs) 在填充油

及轮胎中的限制：

4

5

6

7

8

屈

苯并(B)荧蒽

苯并荧蒽

苯并[k]荧蒽

二苯蒽

Chrysene

Benzo(e)acephenanthrylene

Benzo[j]fluoranthene

Benzo(k)fluoranthene

Dibenz[a,h]anthracene

218-01-9

205-99-2

205-82-3

207-08-9

53-70-3

REACH法规对上述8种PAHs的限制规定为：

2010年1月1日以后，翻新的轮胎和胎面如果填充油中PAHs含量违反以下规定限值，则不允许投放市场：

1) 苯并(a)芘不得超过1 mg/kg(1ppm);

2) PAHs总量不得超过10 mg/kg(10ppm)。

轮胎中PAHs测试方法规定为ISO 21461(硫化橡胶-硫化橡胶中芳香烃油成分鉴定标准)。

1.REACH法规下多环芳烃（PAHs）限制的执法 2.各成员国针对违反REACH法规下限制条款的处罚

    2010年5月底，REACH执法机关齐聚欧洲化学品管理署执     根据ECHA去年年底第三届利益相关者会议上对REACH法规

法论坛。与会人员对于首个REACH法规联合执法计划(REACH 的执法及监管的回顾，不同国家的处罚方式各异，大致可分为

EN-FORCE-1)（2009年5月-2010年1月）的结果进行了评估， 整体违法处罚、具体义务违法处罚以及两者结合处罚等三种方

并一致同意REACH法规下有关限制的第一次执法行动将于今年 式。处罚类型分为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及两者结合处罚，具体

启动，致力加强REACH 法规附件XVII 中特定限用物质的执 执行方式主要是罚款、甚至是监禁。

法。     2010年6月，欧盟委员会环境理事会发布了欧盟各成员国

    该执法行动将围绕REACH法规附件XVII中对含有多环芳烃 关于违反REACH法规条款的详细处罚报告。报告显示大部分需

（PAHs）的轮胎填充油的限制展开，将其列为其首个执法项 强制执行的REACH条款（如注册、授权和限制、供应链上的信

目。此项限制于2010年1月1日生效，适用于在欧盟市场上投放 息传递、下游用户的责任）都已在国家法律中有相应的具体处

填充油及使用填充油的轮胎生产商和进口商。各成员国纷纷表 罚条例，若不按法规履行REACH义务都将受到各法律的严惩。

示愿意参与该项目。 其中罚金数额一般在5万欧元-100万欧元不等，其中拉脱维亚

和立陶宛的罚金低于5万欧元，而比利时的罚金则高达5500万    日前，英国REACH主管当局——英国健康安全局
欧元。部分国家针对违反REACH法规下限制条款的具体处罚规（HSE）细化了一系列包括对特定物质进行检查的REACH执法
定如下：行动实施方案。HSE表示就针对轮胎中多环芳烃（PAHs）的限

制，英国将与其他欧盟成员国全力合作，积极参与到欧盟执行

论坛的执法行动中去。

    英格兰和威尔士环境保护局也表示将于2010年10月份在英

国曼切斯特轮胎展Brityrex International上进行大型宣传活动，

警 示 企 业 在 轮 胎 贸 易 将 涉 及 到 REACH法 规 下 多 环 芳 烃

（PAHs）的限制条例，应充分重视。

VIEW 专家观点

Austria
奥地利

违反授权中包含的限制义务: 罚款360欧元
至19,000欧元，重复违反的最高罚款38,000欧元；
对涉及违规的货物进行没收。

Belgium
比利时
联邦标准

严重违规：行政罚款440~1,100,000欧元；
一般违规：行政罚款143~33,000欧元；
补充处罚：如果不符合REACH法规对产品
进行临时扣押；破坏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原因；

Flanders
佛兰德

1)最高50,000欧元罚款，针对行政部门制裁的条
   款（违反条款63(3)）；
2)在行政处罚用来替代刑事处罚的情况下，罚款
   最高250,000欧元；
3)关闭企业；中断经济活动；吊销或更改许可证；

Brussels 
Region
布鲁塞尔地区

行政罚款625欧元~62,500欧元-仅适用于不是被
检举或在通知违规6个月内没有检举人的判决的
情况


当涉及被分类为I.A.的设备（即可能对人类和环境产生重要影响的设备）
  时，罚金为25欧元~25000欧元。
当明知故犯或为了金钱报酬违规罚金将加倍。

监禁8-12个月；和/或罚款2.5~25,000欧元；

Bulgaria
保加利亚

对于违反条款56(1), 56(2), 60(10), 65 和 67
(1)的自然人（特别是对法人）进行罚款10,000-
100,000 BGN（5,113-51,129欧元）；对于违反
条款61(1) 和66(1)的自然人（特别是对法人）
进行罚款5,000-50,000 BGN（2,557-25,565欧
元）；对于再次违规，惩罚将加倍

Cyprus
塞浦路斯

1)
最高罚款500欧元/天（违法条款59和67）；或最
高罚款20000欧元（违反条款56）
2)若继续违反，罚款100-1000欧元/天

最高罚款100欧元/天（违反条款65和66）；或
循公诉程序定罪，最高罚款80,000欧元或不超过2年的监禁，或两者并罚；
若二次或重复违法，最高罚款80000欧元或不超过4年的监禁，或两者并罚；

 严重违规：三年以下的监禁；880~22,000,000欧元的罚款
 若有意识对公众健康和环境产生影响情况下的严重违规：八年以下的
   监禁；55,000,000欧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违规：不超过一年的监禁；286~660,000欧元的罚款；
 补充刑事制裁：违规人承担“审判公布”费；重复违反的情况下关闭
   企业4周~1年；重复违反的情况下，暂停相关的作业任务1至10年；为
   了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法官可以禁止其进口/出口违规的产品、物
   质、物品或勒令其从市场退出或毁掉物质/产品或退回违规物品所获
   的收益；

在重复违规的情况下，法官可以采取如下的直接措施：指派一个专门
   的财产管理人；宣布无法继续特定的专业活动；停止生产；禁止使用
   涉嫌违规的场所

 

N/A

N/A

N/A

成员国 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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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ech Rep
捷克共和国

1)  
于195,695 欧元；或者从市场上撤销该物质；
或者
2)  违反REACH 法规，可能会强制执行下列
措施：履行符合REACH 法规的义务，条件和
截止日期；在损害物主利益（或持有者，如
果物主不被告知）情况下，物质或配制品的
清算；吊销营业执照；暂停或禁止物质或配
制品的使用；sanitation；对于怀疑是危险的
配制品，暂停投放市场，流通或分销和销售；

财政处罚（罚款）500 万捷克克朗，相当

Denmark
丹麦

禁止销售；
从市场上撤销该物质；
销毁；

1)
2)如果有下列情况，不管是有意的还是重大过失，都将面临2 年的监禁：引
起人类或动物的生命或健康或风险的损害；引起环境或风险的损害，或者
实际或有意的经济优势，包括存款，对冒犯者或其他人。
3)没收任何因为违反REACH 法规而获得的经济盈利。如果不可能没收的话，
就将这个因素考虑在罚金数量内。
4)对于法人，参照第5 章刑法。

罚金（与犯罪者日收入成比例），见第6 章刑法；

Estonia
爱沙尼亚

1)  
尼亚克伦尼，相当于1,342.14欧元；
2)  同样的情况，如果法人违反REACH 法规，
处以罚金350,000 爱沙尼亚克伦尼，相当于
22,369.02 欧元。

违背REACH 法规，处以罚金21,000 爱沙
违反危险化学品或废物要求，
1) 如果这种违背，对人类生命或健康，或环境造成危险的，会处以经济罚
款或3 年入狱。
2) 如果是由于过失，对人类健康或生命，或环境造成危险的，会处以
经济罚款或1 年入狱；如果上述1）和2）的行为发生在法人身上，则会被
处以经济罚款。

Finland
芬兰

强制措施
强制罚款：强制按照日，周和月为单位进行
罚款，直到符合REACH 法规为止。

1)化学品违背：罚款
2)健康损害：罚款或6个月入狱
3)环境破坏：罚款或2 年入狱
4)环境的巨大破坏：4个月到6 年入狱/环境侵害：罚金或6个
  月入狱/可忽略的破坏：罚款和1 年入狱。

France
法国

最高罚金15,000欧元，每日最高罚款1500欧
元；
行政部门可以命令生产者（依靠法国的立法）
处置因为漠视1907/2006法规的第II，VII 和
VIII篇而制造的物质，配制品或物品。

1)
2)对自然人的额外罚款：没收物质，配制品或物品；禁止执行犯罪的职
业；暂时或最终终止活动；公布刑事庭的决议；当物质被没收的时候，刑
事庭可以决定销毁它，或者以犯人为代价的准备。
3)法人的惩罚罚金：违反REACH 授权的义务，对法人最高罚款375,000 欧
元；禁止直接或间接的从事一种或多种职业的或社会活动，并通过这些活
动犯罪；5 年内在法院的监督下投放市场；公司从事犯罪活动，其部门确
定的终止或5 年的终止；公共取得合同除外或5 年；禁止向公众提供金融
的资格，或在管制的市场销售金融的资格；没收物质，配制品或物品；公
布刑事庭的决议。

两年监禁和75,000 欧元罚金；

Germany
德国

有意或无意的不符合授权中的限制的行政法案：
最高罚款5 万/2.5 万欧元，与法人的罚款相
同；

有意的或无意的不符合强制的消除违反授权义务的行政法案，并且加剧环
境恶化：最高监禁5年或最高罚款360个日罚金单元/最高监禁2 年或最高罚
款360个日罚金单元。
法人：最高罚款100 万/50 万欧元。

Greece
希腊

1)
15,000欧元(违背第56,61和67条)；或者罚款
500到5000欧元（违背第61条）；或者罚款100
到 1000欧 元 （ 违 背 第 63,65和 66条 ） ；
2)不符合环境部门主管签署的禁止制造/分销
/使用物质的决议，国家化学实验室执行总裁
强制罚款5万到35 万欧元。一旦多重违反，罚
款可以累加。一旦再次违反，罚金增加50%。

禁止制造/分销/使用物质，并且罚款1,500 

N/A

Hungary
匈牙利

1)
7,042到70,427欧元，或者
2)惩罚从1万到1000万匈牙利福林，相当于
352到35,213欧元；或者
3)惩罚从5万到500万匈牙利福林，相当于
176到176,06欧元，对于违反不适用于上述条
款的情况。

惩罚从200万到2000万匈牙利福林，相于

N/A

Iceland
冰岛

强制措施
强制罚款：强制按照日，周和月为单位进行罚
款，直到符合REACH 法规为止。
行政处罚：主管当局可以就违规行为，以天、周
或者月为基础确定罚金额度。

1)
2)如果违反是严重的，处以2 年的监禁；
3)按照法院指令，没收由于违反REACH 法规而生产的，或进口的化学
品、配制品或物品，以及任何由此获得的盈利。根据违规的程度，以
及公司的规模处以一定比例的罚金；如果违规情节严重，则会判处长
达2 年的监禁；根据法院的判决，没收违规化学相关经营收入所得。

罚款与违背的程度和公司规模成比例；

Ireland
爱尔兰

行政处罚通知：
有检查机构出具不超过2000欧元的行政处罚通知。

地方法院可以即席判处5000欧元罚款或者6个月的监禁，也可以一并
判处；高级法院可以判处不超过300欧元罚款，或者长达2年的监禁。

Italy
意大利

1)
以10到60万欧元的罚款；
2)违犯第66条规定，违犯使用者将被处以5000到30000
欧元不等的罚款。

违犯授权相关的第60与65条规定，市场投放者将被处 1)
或者4万到15万欧元的罚款；
2)若违犯授权物质相关的第56条规定，则会被处以3个月监禁，或者
4万到15万欧元的罚款；

违犯限制使用化学品相关的第67条规定，则将被处以3个月监禁，

Latvia
拉脱维亚

1)
2)对法人处以356到1427不等欧元的罚金；
3)若将未获得授权许可的物质投放到市场，则将会被处
以1423到4267不等的罚金

对自然人处以28到427欧元不等的罚金；
N/A

Liechten
stein
列支敦士登

1)
2)如属于过失违法，则处以6593欧元的罚金。
如属故意违法，则处以13168欧元的罚金；

1)
2)如属于过失违法，则处以65931 欧元的罚金；
3)如无法支付相应罚金，则将会被处以3 到6个月的监禁

如属故意违法，则处以131863 欧元的罚金；

N/A

成员国 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 成员国 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

Lithuania
立陶宛

1)
合性信息，或者使用未经授权的化学品，则将会被处以
290 到1160 欧元不等的罚金；
2)若使用或者销售限制要求的化学品，则会被处以1450 
到4350 欧元不等的罚金

若按REACH 法规第36 条要求，无法提供法规要求的符

N/A

Luxem
bourg
卢森堡

若生产商或进口商违犯限制或授权相关的法规条款，则
主管当局会要求在2 年的时间内，相关违规者需要纠正
自己的行为，以满足法规要求，若2年之后，依然无法
做到合规，则主管机构将会开据处罚通知，暂停相关者
的商业行为，或者停业整顿

1到3年监禁；
251到50000 欧元罚金；
这些刑事处罚适用于不遵守行政处罚的违法者

Malta
马耳他

1)
会处以465 到2329 欧元不等的罚金，或者处以6个月的监禁；
2)对于其他违规行为，主管当局会处以1164 到11646 欧元不等的罚金，
或者处3 年的监禁；
3)对于多次违规行为，主管当局会处以1747 到23293 欧元不等的罚金，
或者处4 年的监禁；处理上述的罚款与监禁处罚，法院有权收回之前主
管当局授权许可。

对有意阻碍、拒绝、或者提供错误或者有意误导的信息，主管当局

Nether
lands
荷兰

1)
的违规行为，在此之后，主管当局可以开展执法检查，
纠正违规者的违规行为，并处以对应的罚款；
2)行政处罚：在一定期限内，违规者可以纠正自己的违
规行为，之后，主管当局可以就每次违规行为，或者归
为行为所持续的时间进行对应的行政罚款；通常情况下，
罚金的额度最大为违规行为所获收益的两倍，如果不可
行，则需要设置标准的处罚金额，使罚金与违规所得成
一定的比例。3)授权取消：主管当局有权永久或暂时取
消某些物质用途的授权。

执法检查：在规定期限内，违规者可以自行修正相应

Norway
挪威

行政处罚：主管当局可以就违规行为，以天、周或者
月为基础确定罚金额度。

与违规日收入成一定比例的罚金，或者最多长达3个月的监禁

重大违规将被处罚如下：
1)有意违法：6年监禁，最多74000欧元（自然人）或者74万欧元罚
金（法人）；
2)非故意违法:1年监禁，或者18500欧元罚金；
非重大违规将被处罚如下：
1)有意违法: 2年监禁，或者18500欧元罚金
2)未有意违法：6个月监禁，或者18500欧元罚金

N/A

Poland
波兰

以行政要求的形式，责令：
1)相关违规者停止生产或销售相关产品；
2)从市场召回相关产品;

如果行政处罚没有被履行，则：
1)处以24 到171427 欧元不等的罚金；
2)限制自由；
3)长达2 年监禁
对于法人实体的刑事违法行为，则：
1)处以239 到476 万欧元不等的罚金，但总罚金额度不会超过违规年
收入的10%；

瑞欧专家观点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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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ugal
葡萄牙

极其严重违规：
1)自然人：2万到3万欧元罚金（一般疏忽），3万到
3.75万欧元（严重过失）；
2)法人实体：3.85万到7万欧元罚金（一般疏忽），
20万到250万欧元（严重过失）；
严重违规：
1)自然人：2000到1万欧元罚金（一般疏忽），
6000到2万欧元（严重过失）；
2)法人实体：1.5万到3 万欧元罚金（一般疏忽3万
到4.8万欧元（严重过失）；
3)暂停从事需公共授权的活动或职业
4)暂停获得当局（国家或欧共体级别的）发放的补贴
或其他福利的权利
5)暂停参加国家及国际级别的以销售或营销为目的的
展会或相关活动
6)暂停参加公共服务相关的投标项目或者之前被许可
的权利：关闭当局注册的企业；撤销已经授权许可经
营的活动；关闭设备；丧失金钱上和信用的优惠
实施防止环境损害的措施；行政宣判和决定的公示；
没收

N/A

Romania
罗马尼亚

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
1)罚款15,000 至30,000 RON（3,564 至7,128 欧元），
或1)罚款30,000 至50,000 RON（7,128 至11,889 
欧元）

N/A

成员国 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

Slovakia
斯洛伐克

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
1)违反第61条（1），65（1）,罚款29,874,560至 
43,152,094 EUR，
2)违反56（1），60（10），67，罚款43,152,128至
99,581,757 56 EUR。

Slovenia
斯洛文尼亚

1)
2)参与违法活动的自然人：从500到 32,000欧 元的罚款
3)公司经理：200 至2,000 欧元的罚款。
没收与该罪行相关的物质或材料

法人：从1,000 至60,000 欧元的罚款;

Sweden
瑞典

行政措施（禁止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或生产，根据
罪行轻重决定是否罚款）

1)
2)以违法行为人行为人每天收入为基础的罚款
公司：罚款5,000 瑞典克朗（480 欧元）到10,000,000瑞典克朗
（960 157 欧元）

最多2 年监禁，或

UK
英国 N/A

1)
或不超过3个月监禁，或两者兼而有之。
2)经公诉程序定罪，罚款（无限）或监禁不超过两年，或两者
兼而有之。

经简易程序定罪，最高可处罚款5,000 英镑（5,606欧元），

N/A

N/A

1.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 专家建议 业平添了诸多技术障碍。对我国轮胎企业而言，由此产生的

REACH限制应对工作不仅技术难度大、涉及产品范围也较    随着ECHA对REACH执法日趋严厉，及ECHA即将启动的
广，消极应对将随时可能面临欧盟严厉处罚。瑞欧科技作为轮胎中多环芳烃（PAHs）限制的执法行动。如果填充油含有
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唯一指定REACH服务机构，与协会通过强

多环芳烃（PAHs）超过REACH法规附件XVII规定浓度，则
强联合、优势互补，凭借自身技术实力在行业抱团应对

不得投放市场或使用它来生产轮胎或轮胎的部件。基于欧盟
REACH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越来越严格的REACH 执法，瑞欧科技（REACH24h）呼吁国
    广大轮胎企业请密切关注ECHA即将开展的有关多环芳烃

内轮胎和填充油相关企业需要对此保持高度关注。
（PAHs）限制执法行动动态，及时展开相关应对工作，积极

    欧盟REACH法规对PAHs的特定检测方法做了明确规定，
与行业协会沟通联系，尽早展开抱团应对工作。

而国内暂无填充油PAHs检测相关的标准，信息的不对称给企

王肖梅  研发部 化学品法规咨询专家

                       电话：0571-87007511    邮箱：wxm@reach24h.cn

                      传真： 网站：0571-87007566    www.reach24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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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欧盟CLP法规，你准备好了吗？

    当国内大多数输欧的企业还在积极应对欧盟REACH法规之 企业对此并不知情，对这部法规仍然相当陌生。大多数企业认

时，欧盟又一项高规格严要求的法规出现了-欧盟CLP法规， 为只要应对好了REACH法规就可以畅通无阻的在欧盟市场上销

即 《 欧 盟 物 质 和 混 合 物 的 分 类 、 标 签 和 包 装 法 规 》 售，殊不知即使企业已经获得了正式的REACH注册号，若没有

（Regulation(EC) 1272/2008）。在今年12月 1号，将迎来 符合CLP法规的要求，产品仍然是无法进入欧盟市场的，届时

CLP法规的首批强制实施日期，届时，所有出口欧盟的物质生 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得到的REACH注册号也将无法发挥其作

产和出口企业必须保证产品完全符合CLP法规的要求，才能在 用。

欧盟市场上销售。 中国哪些企业会受CLP法规的影响?

    近期，瑞欧科技不断接到国内企业的来电咨询欧盟CLP法     CLP法规几乎涉及了所有输欧的物质和混合物的生产和出
规的相关事宜。根据企业反馈的信息，有些中国企业直接收到 口企业。
了欧盟进口商强制要求符合CLP法规要求的信函。进口商的态

1．涵盖企业超过了REACH法规所涉及的企业。出口量大于1吨
度甚是强硬，诸如：“For the substance(s) you supply to us 

/年的化学品才受到REACH影响，而在CLP中，即使出口量低于(l i s t e d a b ov e) p l e a s e e n s u r e t h e f o l l ow i n g 
1吨/年的化学品也受到管辖；thinformation/documentation absolutely within 15  of July, in 
2．部分被REACH豁免不需要注册的物质在CLP下并不受豁免，lacking of the following documentation we cannot confirm our 
如农药、原料药等；previous business commitment to purchase one time more the 

same product from you（若在截止日期前不符合CLP的要求， 3．聚合物：在REACH法规中聚合物是不需要注册的，只需要
将不再购买中国企业的货物）”。今年4月，江西某化工企业 注册聚合物中的单体；而CLP法规的要求却恰好相反，主要是
出口到欧盟的化学品没有按CLP法规的要求更新产品的标签， 对聚合物本身而不是聚合物单体进行管辖。
已经被欧盟主管当局处罚。今年7月，江苏某企业接到欧盟进

    总之，几乎所有的物质和混合物，不论吨位多少，只要出
口商的通知，需要在7月25号前提供符合CLP法规要求的SDS 

口欧盟，都将受CLP的管辖，都需履行CLP规定的义务。
(安全数据表)以及标签，同时需要提供现有的理化数据以便完

成法规下的“通报”义务。

    CLP法规造成的影响已经不容忽视，但是国内大多数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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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帮助国内的企业能及时了解并应对这只欧盟新的中国企业在CLP法规下的主要责任和义务是什么？
“拦路虎”，瑞欧科技秉着为企业扫除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理

1.需按CLP的要求更新产品包装上的标签。
念，积极为企业开办多场欧盟CLP法规培训会。今年5月28

    物质和混合物在投放欧盟市场前，必须按CLP法规的要求 号，瑞欧科技为输欧的化工企业开办了国内首场《欧盟CLP法
重新进行分类（即按物质/混合物的危害严重程度划分类 规介绍培训会》(相关新闻：
别），基于新的分类结果更改产品包装上的标签。并且新的

http://www.reach24h.cn/a/news/ruionews/2010/0531/clp-标签在符合CLP法规要求的前提下，还需兼顾《联合国危险货
workshop.html)，这次培训会吸引了来自国内广西、浙江、物运输建议书》的要求。若重新设计的标签违反了《联合国
山东、安徽等各省市60余家企业的80多名企业代表参加。我危险货物运输建议书》的要求，也将受到欧盟主管当局的处
们的培训会也远赴海外。2010年6月24号，应泰国对外贸易部罚。瑞欧科技专家提醒广大输欧企业，在设计标签时，一定
的邀请在泰国暖武里（Nonthaburi）举办了专场REACH和CLP法要寻找专业的服务机构，以便因设计的标签不符合要求而受
规泰国高级培训会（Seminar on "OR's Perspective on REACH 到主管当局罚款、扣留货物等处罚。
and CLP"），来自泰国各地的近三百位企业代表出席了本次

2.需要更新安全数据表SDS
会议。据悉这是迄今为止泰国本土所举办的最大规模、最高

    所有的物质和混合物需要严格按照CLP法规的要求，更新 规 格 的 REACH和 CLP法 规 研 讨 会 (相 关 新 闻
安全数据表（SDS）。目前国内市场上提供SDS服务的机构数

http://www.reach24h.cn/a/news/ruionews/2010/0609/ruio-
量众多，但是能真正提供符合CLP以及REACH要求的SDS制作

thalland.html)。此外瑞欧科技还提供上门培训、一对一培训
机构却寥寥无几。据反映，国内的企业在寻找SDS服务机构

等各种形式的CLP和REACH法规培训。请广大企业关注瑞欧科
的时候，由于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无法判断服务机构提供

技网站(http://www.reach24h.cn/a/news/training/),我们将在的SDS是否合规，一旦进口商收到不合规的SDS时会要求企业
网站上及时公布最新的培训会安排。重新制作SDS，甚至被欧盟主管当局处以严厉的惩罚（如若

没有按要求提供SDS，意大利：处以10 000欧-60 000欧的罚

款；荷兰：由执法者决定处以不同数额的法规甚至不同年限

的监禁）

3.向CLP 法规实施机构欧洲化学品管理署（ECHA）进行通报

    通报指向ECHA通报物质的分类和标签信息，通报结束后

企业将获得一个通报号码。和REACH法规一样，中国的企业

只能通过欧盟境内的机构进行通报；中国的企业可以一定的

方式委托REACH法规下的“唯一代表”来进行通报。或者委

托欧盟进口商进行通报，但这样可能会导致泄漏商业机密并

且在贸易主动权上也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中国的企业需根

据实际贸易情况判断通过何种方式进行通报。据CLP法规的主

管当局ECHA(欧洲化学品管理署)的预计，将会有约高达

500万份的通报。

 邱志芳  研发部 化学品法规咨询专家

                       电话：0571-87007513    邮箱：qzf@reach24h.cn

                     传真： 网站：0571-87007566    www.reach24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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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P法规下企业如何对产品进行合法保密

     从2010年12月1日起，化学物质（配制品从2015年6月 新CLP下的SDS、标签及包装呢？

1日起）若没有按照CLP法规的要求更新SDS、分类标签和包      而对于在2015年6月1日前已根据CLP法规对化学品进行
装的，均视为违反CLP法规。而CLP的法律层次和执行力度是 分类、标签和包装的企业仅需向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简称

将和REACH一样的，REACH开展的首次联合执法行动就对 ECHA）申请化学品替代名的使用，任何被ECHA批准的申请

SDS的符合性进行了检查。由于同样是强制执行的地方性法 将在所有欧盟成员国内适用。在2015年6月1日后则必须向

规，CLP法规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不亚于先行一步的 ECHA申请，根据DPD指令申请随着DPD被废除将不再适用。

REACH法规。但CLP管辖的范围将大于REACH， 不仅涵盖了 ECHA在6周内对申请无异议的，则使用替代名的申请立即顺利

出口低于1吨/年的化学品，聚合物成品，还包括部分被 通过。且申请替代名使用的费用在No 440/2010法规（CLP费

REACH豁免不需注册的如农药、生物杀灭剂、植保剂等。 用）已有明确规定，对于符合SME的企业也有相应优惠。企业

届时可依据ECHA即将出台的申请模板进行申请，更多申请相       CLP法规产生的最大影响首先数修订SDS了，为此有关编

关的信息可随时关注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写SDS的REACH法规附件II也根据CLP有一系列修改。SDS第

二部分即化学品分类标签的信息， 配制品的危害分类必须根         REACH正风势劲急，CLP应对也刻不容缓，在供应链上
据其组分的危害分类及百分含量进行计算得以最终确定，因此 传递的信息符合两大法规是企业的当务之急。企业如何替自己
企业必须先提供给SDS编译者详细的组分信息。SDS的第三部 的产品组分保密、在市场竞争中独树旗帜，又不因SDS、标签
分成分组成/信息中必须提供有危害分类的组分的信息，如物 包装的不符合规定而影响贸易，唯一的途径即是替化学品申请
质名、EC号等一些鉴别信息甚至于REACH注册号，且其百分 替代名的使用。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建议企业应严
含量必须提供一个确切的浓度值或浓度范围。与此同时，企业 格执行CLP法规，不要以虚假的信息试图去跨越这道新的绿色
产品外包装上的标签也必须标示影响配制品分类的组分鉴别信

壁垒，避免因不符合REACH法规和CLP法规对欧贸易造成不良
息，并与SDS的内容一致。

影响。
     国内多数有实力化企一直以来担心的问题是，若是严格

执行CLP法规而将企业具有竞争力及核心技术的产品配方、组

分详细信息公诸于众，那么无疑会造成严重的商业竞争危机。

包括染料、化妆品在内的一系列在REACH下作为配制品的产

品和CLP管辖范围内的农药等产品，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企业的

核心技术及专利。CLP法规下，企业如何替自己的产品成分保

密，这个问题已在CLP法规正文及介绍指南中深入展开，即企

业可申请化学品替代名，使用替代名来保密真实信息、维护商

业利益。若企业替产品某组分申请了替代名，则REACH注册

号、EC号等其他一些鉴别信息都不必在SDS和标签中体现。

     和CLP执行日期类似的是，申请替代名的使用也有时间上

的相应规定。在2015 年6 月1 日之前，配制品还没有根据

CLP 法规进行分类、标签和包装，可以按DPD指令规定申请

替代名的使用。假如申请在2015年6月1日前被批准，经批准的

替代化学品名也就可以在2015年6月1日以后继续使用。DPD指

令第15 条和附件VI规定企业需向产品投放国当局申请替代名

的使用，若产品还出口到其他国家，必须把申请允许批复后的

副本交给相应国家。如此一来，企业也需选择及考量各个成员

国申请替代名的程序、成本及时间，给产品投放市场增加了一

笔的成本预算，还有不必要的时间拖延。这对于不少如今已积

极响应并已应对REACH、CLP法规的企业造成了困惑：去哪个

国家申请替代名比较快捷？还是根据欧盟进口商的要求去先更

江艳   研发部 化学品法规咨询专家

                        电话：0571-87007550    邮箱：jy@reach24h.cn

                      传真： 网站：0571-87007566    www.reach24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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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化妆品原料——企业需要法规应对综合方案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腾飞，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不

断提高，原先的国际大牌化妆品也步入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

购买清单中。由于中国市场的份额越来越大，不少原先工厂

设在欧美的化妆品品牌也逐渐将生成基地迁移至中国，以更

低的人力和物流成本获取更多的利润。

    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但不少化妆品企业对于化学品

（如化妆品原料）在中国的流通、进口和生产需要应对哪些

法律法规不太清楚，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专家就

已接到很多来自化妆品企业客户的咨询。总体来讲，在新化

学物质进口至中国前，企业需要按照中国新化学物质环境管

理办法（因和欧盟REACH类似，被称为China REACH）进

行查新，再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申报类型。另外，在用于实际

生产前，若属于首次在中国流通的化妆品中使用的新原料，

需要按照化妆品行政许可申报受理规定进行新原料的审批。
    

最后，还需根据实际用途（非特殊类化妆品或特殊类化妆
    在此，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专家为国内进口品）对化妆品成品进行备案或审批。
化妆品原料的企业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今年4月1日起实行的化妆品行政许可申报受理新规定、
       1、对于进口到国内的化妆品原料，若不属于中国现有今年10月15日起实行的新版中国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和
化学物质（即属于新化学物质），需要根据中国新化学物质欧盟最新的化妆品法规2009/1223/EC等本着对消费者健康和
环境管理办法（China REACH）（新版2010年10月15日后环境安全负责的原则，对于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整个化
生效）进行申报后才能在中国境内流通；若同时属于新化妆妆品行业都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如何应对不断变化中的化妆
品原料，也需依据化妆品行政许可申报受理规定进行新原料品行业法规，如何在进口贸易中应对国内的化学品法规，国
的申报。际知名化妆品企业都已积极开展应对工作，瑞欧科技

（REACH24h China）作为化学品法规的专业服务机构，也        2、及时跟进4月1日后化妆品行政许可申报受理规定，

在时刻关注和化妆品这类特殊商品相关的化学品法规。不久 做好新规定下的化妆品新原料和成品的申报和备案工作，特

别是安全性风险物质评估报告的准备。前，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紧跟化妆品法规最新动

向，派专家参加了6月28日-30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培

训中心在上海举办了化妆品安全性评价及相关法规培训班。

在会上，瑞欧科技（REACH24h China）专家与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的专家就法规新的要求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胡敏新   研发部 化学品法规咨询专家

                        电话：0571-87007553    邮箱：hmx@reach24h.cn

                      传真： 网站：0571-87007566    www.reach24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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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保护部近期完成了对《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指南》、 风险把控，减少了企业在推广初期的困难。 

《新化学物质监督管理检查规范》等6项2010版《新化学物质环     再次是登记难度加大。从配套文件来看，获取数据涉及到
境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新《办法》”）配套文件的意见征 的化学实验种类有增多的趋势，而数据收集一直是新化学物质
询，意见经过汇总后，“中国REACH”的配套文件最终版本将 登记的一大难点。配套文件中要求的实验数据比旧《办法》 要
正式面世。记者通过参加这次意见征询的部分企业了解到， 求的更多、更细。北京正智远东化工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新物质
“中国REACH”的配套文件吸收和借鉴了欧盟REACH 法规的部 登记专员周士超告诉记者，配套文件中增加的主要是一些周期
分模式，不仅配套措施更加细致严谨，而且其体现出的诸多变 长、费用高的毒理和生态毒理实验，比如致癌实验等，另外企
化，亟须引起国内外化企的重视。 业还需要在实验数据基础上按照化学品全球统一分类与标签制

    首先是申报主体有变。不同于2003年发布的《新化学物质 度/GFDH进行分类、标签，很多企业已经感觉到了压力。 

环境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旧《办法》”）对申报主体的国     此外，新《办法》配套文件还第一次吸收和运用了“化学
籍未作要求，根据《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指南》，国外化工企 品风险评估报告”的概念，这将成为企业完成申报的另一难
业将不能直接在国内申报。杭州瑞欧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 点。白利强认为，从现阶段来看，《化学品风险评估报告》无
白利强认为，目前国际化学品管理的大趋势是一个国家和地区 论对主管部门还是对企业都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如何撰写还存
的申报主体必须是本地的企业法人，这样做是为了便于相关主 在一定的难度。与之类似的欧盟《化学品安全评估报告》的撰
管当局进行有效的监管。欧盟REACH 法规即是如此，中国的化 写方法是从1993年开始摸索，经历了十多年的积累、演变之后
学品管理也在顺应这一趋势。 才形成了现在较为成熟的模式。国内将此概念引入是十分正确

    据了解，《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指南》对境外申请人所指 的，但是如何完善撰写格式等方面的细节，还需要过程。

定的国内代理人的要求与欧盟REACH法规中的唯一代表相似，

即要求有申报需求的境外企业必须委托境内的一家法人实体作

为代理人来进行申报。国内代理人必须满足在国内注册并如期

通过工商年检、注册资本在100万元以上、具备从事化学品法规

登记服务的技术背景、3年内无违反《新化学物质登记管理办

法》受到处罚的记录等条件。按照这一要求，10月15日之后跨

国公司以往通过中国境内代表处来申报的方式将行不通。 

    不仅如此，按照旧《办法》无需申报的企业，在新《办

法》执行后也需留意。白利强说，按照旧《办法》，在保税区

和出口加工区从事新化学物质的研究、生产、加工和使用不受

该办法约束；而在新《办法》配套文件中，这些区域内涉及新

化学物质的企业也被纳入了管辖范围。因为只要在国内的土地

上进行化学物质的加工，就可能会对国内的环境、人体健康造

成风险，因此这些企业生产和使用的化学物质要受到监管。

    其次是最低吨位设限。新《办法》指南中设定了需要登记

的新物质的最低吨位，要求1吨以下新化学物质不需要做常规登

记，只需做简易登记，这与旧《办法》相比将是一个大的改进。

    白利强分析到，旧《办法》对新化学物质的管理过于严

格，只要参与商业活动的新化学物质，哪怕只有几百千克的用

量就需要进行常规登记。这次配套文件对常规登记的最低吨位

设限让这一法规具备更强的可操作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对企业开发新化学物质的鼓励和扶持。因为刚开发出新化学物

质的企业在试用、市场推广阶段该物质时用量多数在1吨以下，

如果新物质刚开始推广就要求进行常规登记，会给致力于创新

的企业带来不小的经济压力。而以1吨为界可以在新化学物质实

现规模化应用之后，再通过常规登记对其生产和使用进行严格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变化多改进大 

新版“中国REACH”亟须业界重视

（化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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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瑞欧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瑞欧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为企业提供化学品全球市场准入服务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公司核心团

队具有多年应对化学品全球市场准入服务工作的经验，为全球2000余家企业提供过包括EU REACH、CHINA 

REACH、 EU CLP、CE、UL、RoHS、PAHs、EN71等在内的综合应对服务，并建立了我国REACH法规服务的

行业规范，并在国内外拥有广泛的合作渠道。公司和欧洲化学品管理署(ECHA)、欧洲化学工业联合会(CEFIC)、

欧洲顶级化学品法规服务公司DR KNOELL LTD.等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合作，并且与中国石油化工协会、中国橡胶

工业协会、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国药励展、阿里巴巴等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合作

关系，成为中石油等国内外大中型企业的独家REACH服务合作伙伴，同时也得到商务、质检、卫生、环保、外

经贸、农业等各级政府机构的大力支持。 瑞欧科技在爱尔兰都柏林、加拿大温哥华设立有独立的法人实体

REACH COMPLIANCE SERVICES LIMITED (RCS)和REACH North America Services Inc (RNAS)，打造24小

时全球市场准入服务平台(REACH24H)，为全球外贸企业提供包括全球化学品市场准入服务、网络营销应用、供

应链管理、产品检测、国际认证在内的一系列服务。

       公司崇尚创新、活泼、团结的企业文化，努力营造轻松、以人为本的工作环境，整体团队年轻，凝聚力

强，且拥有成功的创业经验。在经历了短暂的创业期后，瑞欧科技已步入高速发展的阶段，瑞欧中国总部位于杭

州市中心顶级商务社区欧美中心（EAC），面积一千平米。公司目前团队80余人，硕士和博士以上学位占

45%,平均年龄28岁。在这里瑞欧科技将继续强化自身能力建设，以我们专业的技术实力以及优质高效的服务为

我国广大出口企业提供REACH法规等国际贸易壁垒应对服务。

ABOUT  US
关于我们

专业REACH注册技术工厂

权威的全球TBT应对专家 

资深的检测咨询服务机构

国际化外贸综合服务平台

为什么选择瑞欧科技 ?

成功的REACH注册案例

快捷的环球外贸资讯

强大的TBT应对专家团队

完善的服务体制和保密机制

丰富的贸易技术壁垒应对经验

良好的业界口碑和国际合作关系

先进的检测设备及实验室管理体系

准确的全球化学品市场准入动态把握 

资深REACH服务团队打造瑞欧科技全新品牌 

创建全球首个24小时REACH服务中心

欧盟REACH法规服务

产品检测和认证服务：

        欧盟自08年正式实施的REACH法规是对进入其市场的所有化学品

（以及含化学品的产品）进行预防性管理的一部综合性法规。作为产品

进入欧盟市场的准入门槛，REACH法规将对我国输欧贸易产生深远的

影响。09年以来，我国出口产品受阻REACH法规的消息陆续传来，越

来越多的国际买家在采购时将产品符合REACH法规要求视为选择供货

商的必要条件，传统的外贸格局正随着REACH法规的实施逐步发生着

改变。

      瑞欧科技拥有一支经验丰富技术实力雄厚的专业REACH团队，并在

欧洲设有独立法人实体REACH Compliance Services Limited (RCS)，

面向全球企业提供REACH法规的一站式解决服务。瑞欧科技的核心团

队为全球2000余家企业成功完成过REACH预注册并率先完成了国内首

个正式注册。凭借着自身的专业能力，瑞欧科技可为您提供以下服务：

         ●后预注册

         ●注册

         ●安全数据表(SDS)

         ●SIEF管理服务

         ●技术支持

         ●第三方代表

         ●培训、咨询

      瑞欧科技拥有一支长期从事产品检测认证工作的专业团队，核心成

员为国内检测认证行业从业多年的资深专家，参与制定了中国RoHS标

准制定， 并在国内率先对SVHC检测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具有丰富的

TBT应对经验。通过制订综合检测方案及整合供应链联合检测的方式，

瑞欧科技已成功帮助国内很多大中型企业建立起长期的低成本检测体

系。瑞欧为出口生产企业提供SVHC、RoHS、PAHs、EN71、PFOS等

项目的检测服务，以及CE、UL、3C等各类认证服务，客户遍及全球，

凭借自身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完善的服务体系，瑞欧科技可以为您提供以

下检测服务：

         ● SVHC 

         ● RoHS  

         ● 多环芳烃PAHs

         ● 富马酸二甲酯DMF

         ● 邻苯二甲酸盐

         ● 重金属

         ●AZO 偶氮染料

OUR 
SERVICE 我们的服务

中国REACH服务

      中国REACH是指中国《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该法规是中国

首次对在中国境内生产和进口的化学品进行系统管理的一部法规。按照

其相关规定，国家对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实行生产前和进口前申报登记

制度。 生产或者进口新化学物质的，必须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在生产前

或者进口前进行新化学物质申报，申请领取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

证。

      按照《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修订版的有关内容，未申报登记的

新化学物质，禁止生产、进口。未申报登记的新化学物质，禁止加工使

用。进口新化学物质时，国内进口经营者应当向海关出示新化学物质环

境管理登记证，海关办理验放手续。

       瑞欧科技对中国REACH的相关条款有着深入的研究，以及丰富的应

对经验。中国REACH将对新化学物质供应链的各个参与者（包括生产商

/进口商和使用者）产生重要影响。作为专业的化学品法规咨询机构，瑞

欧科技可为企业提供全面的中国REACH合规服务，助您及时、高效的符

合中国化学品管理法规的各项规定。服务内容包括：

● 技术咨询服务

● 名录查新与增补服务

● 新化学物质免于申报服务

● 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服务

● 编写中国MSDS

● 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登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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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时间表

REACH法规生效 REACH法规正式实施
分阶段物质
预注册截止

2010.11.30 2013.5.31 2018.5.31

新物质REACH注册

≥1000吨年的
分阶段物质完成注册

/ 100-1000吨
分阶段物质完成注册

的

2007.6.1 2008.6.1 2008.12.1

1-100吨
分阶段物质完成注册

的

【解析】

2007年6月1日：REACH法规生效时间。

2008年6月1日：REACH法规正式实施。

2008年12月1日：预注册截止。

2010年11月30日：出口吨位大于1000吨的分阶段物质、大于1吨的CMR1&2物质、大于100吨的R50/53物质需完成注册。

2013年5月31日：出口吨位100-1000吨的分阶段物质需完成注册。

2018年5月31日：出口吨位1-100吨的分阶段物质需完成注册。

       欧盟自08年正式实施的REACH法规是对进入其市场的所有化学品

（以及含化学品的产品）进行预防性管理的一部综合性法规。作为产

品进入欧盟市场的准入门槛，REACH法规将对我国输欧贸易产生深远

的影响。09年以来，我国出口产品受阻REACH法规的消息陆续传来，

越来越多的国际买家在采购时将产品符合REACH法规要求视为选择供

货商的必要条件，传统的外贸格局正随着REACH法规的实施逐步发生

着改变。

       注册作为REACH法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为眼下国内出口

企业所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否要承担相应的费用来获得REACH这

张欧盟通行证？如何以最低的成本完成REACH注册？怎样选择合格的

REACH服务商？出口企业面临抉择……

        根据REACH法规规定，企业需要在08年6月1日至12月1日间完成

分阶段物质（1981年之前在欧盟市场上上市的物质）的预注册，并根

据企业年产量或进口量的不同在之后的2至10年内完成正式注册。在规

定期限内未完成正式注册的企业将被欧盟市场淘汰出局。

        如果企业生产或进口的物质属于新物质（1981年之后在欧盟市场

上上市的物质），那么从2008年6月1日起，企业需完REACH法规正式

注册后才可继续合法从事该产品的生存或进口。否则企业将面临着巨大

的法律风险。

 
什么时候需要完成REACH注册？

        REACH法规全称“Registration,Evaluation,Authoris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 即化学品的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根据

REACH法规相关规定，企业需为在欧盟境内年产量或进口量超过1吨

的化学物质（物质本身，配制品中的物质或物品中有意释放的物质）向

欧洲化学品管理署（ECHA）提交注册。否则该企业将不得在欧盟范围

内继续制造，进口或销售该化学品。

什么是REACH注册？

        根据REACH法规要求，非欧盟企业必须委托欧盟境内的独立法人实

体作为其在REACH框架下的代理履行REACH法规的相关义务并承担相

应的责任。从实际操作角度考虑，对于我国的大部分企业来说，想要自

己独立完成全套REACH注册的技术工作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往往需要委

托具有雄厚REACH技术实力的且在欧盟境内设有法人实体的专业REACH

服务商完成REACH注册相关工作。

如何完成REACH注册？

REACH
法规注册服务

10000余种物质10000余种物质

我们完成过10000余种物质的预注册我们完成过10000余种物质的预注册

我们为全球2000余家企业提供过REACH服务我们为全球2000余家企业提供过REACH服务

2000余家企业2000余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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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注册服务项目

参与SIEF或Consortium 

与下游用户沟通 

编写符合REACH法规的SDS 

制作IUCLID注册技术卷宗 

进行化学安全评估并编制化学安全报告 

建立相关的暴露场景 

注册完成后的管理

REACH注册服务

现有SDS/MSDS检查   

制作新的SDS/MSDS   

各种不同格式 .html, .doc, etc)

所有语言（英语、德语、法语，等等） 

制作扩展SDS（作为附件的暴露场景）

(

SIEF管理服务

SIEF状态选择评估  

SIEF/Consortia参与方式咨询

SIEF相关活动参加与技术支持

SIEF协议深度评估

SIEF进度报告

参加联合提交与技术支持

Consortia沟通与注册准备评估

REACH唯一代表(OR)服务

第三方技术支持服务

REACH咨询与培训服务

安全数据表(SDS)服务

为什么选择我们

我们是国内最早研究REACH法规的团队

我们是国内最早推出预注册服务的团队

我们是国内最早递交预注册成功的团队

我们是国内最早完成新物质注册的团队

我们将用专业的态度与强大的实力助您跨越欧盟REACH壁垒

 Copyright European Chemicals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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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产品出口到欧盟

如果您错过了REACH预注册

如果您想更换您的REACH唯一代表

什么是后预注册？

哪些产品需要做后预注册？

哪些企业需要做后预注册？

根据REACH法规的规定，分阶段物质需要在2008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1日之间提交REACH预注册，否则产品将不能继续向

欧盟出口。如果企业错过了预注册，可根据法规相关要求委托欧盟境内的唯一代表办理后预注册，获得后预注册号的产品可在

缓冲期内继续向欧盟出口。

在REACH法规框架下，产品被分为物质、配制品、物品三类。

企业需要对出口量超过1吨/年的物质、配制品以及物品中的有意释放物质履行预注册或后预注册的义务。涉及行业主要包括化

工、矿产、金属、医药、打印耗材、烟花、蜡烛、打火机、制笔、洗涤用品、化妆品等多个领域。

1、相关行业有产品向欧盟出口的企业；

2、2008年12月1日之前没有进行预注册的出口企业；

请致电免费咨询电话：400-809-5-809 

我们将为您提供完善的REACH后预注册解决方案

REACH后预注册服务
late pre-registration

免收维护费

免收预注册维护费

瑞欧科技承诺预注册缓冲期内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维护年费，切实保障企业自身利益。

为什么选择我们？

STEP1：企业填写《后预注册信息登记表》

STEP2：瑞欧科技完成产品物质分析

STEP3：企业提供符合后预注册要求的自我申明

STEP4：双方签订后预注册合同

STEP5：瑞欧科技制作后预注册卷宗

STEP6：企业确认卷宗内容并签订授权书

STEP7：瑞欧科技提交后预注册信息至ECHA

STEP8：瑞欧科技将预注册号等相关文件返还给企业 

服务流程

Late Pre-registration

免费指导更换OR

强大的REACH技术实力

高效快捷的服务

瑞欧科技凭借丰富的经验确保后预注册服务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保障企业进出口贸易不受影响。

鉴于前期预注册市场上众多缺乏资质的REACH服务商的存在以及部分REACH服务商的乱收费现象，瑞欧科技的专家

凭借自身丰富的经验为广大企业免费提供更换OR指导及咨询服务。

对外贸企业来说，预注册仅仅是应对REACH法规的第一步，企业后续还将面临注册、限制、授权等一系列的

REACH应对工作，瑞欧科技作为本土首屈一指的REACH技术团队有能力为企业长期提供优质优惠的REACH服务。

        瑞欧科技的技术团队拥有着为全球2000余家企业成功

完成REACH预注册以及全球率先完成正式注册的经验。根

据REACH法规的要求以及欧盟当局的监管现状，瑞欧科技

的专家针对各类情况为国内广大出口企业准备了一整套完善

的后预注册解决方案，力争以最优质的服务帮助企业符合

REACH法规的相关要求。

后预注册服务

关于瑞欧 ABOUT RUIO 关于瑞欧ABOUT RU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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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REACH——《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
    企业在中国境内生产或进口新化学物质之前，必须按照《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

法》进行新化学物质申报，领取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证，才能合法地生产或进口新

化学物质。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自2003年10月15日即开始实施，并于2009年进行修订。

2010年1月19日，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环境保护部第7号令，即修订版的《新化学物质环境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新办法），将于2010年10月15日正式实施，届时现行版本同时废

止。新办法由于引入了许多欧盟REACH的元素，因此也常被类比为“中国REACH

“（China REACH）。

为什么要做新化学物质申报?

新办法下申报企业有哪几类？
境内生产企业 可直接办理或委托代理人进行申报

境内进口企业 可直接办理或委托代理人进行申报

向中国出口的境外企业 必须委托国内代理人进行申报

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出口商，属于境外申报人！

哪些物质需要申报？哪些物质可以豁免？
 
  医药

  农药

  兽药

  化妆品

  食品

  食品添加剂

配制品中的新化学物质

物品中有意释放的新化学物质

DO 申报  
新化学物质，未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
的化学物质。包括：

元素

化合物(含其中的添加剂及杂质)

聚合物

用于生产医药、农药、兽药、化妆品、食品、
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等产品的原料或者
中间体

DO NOT 豁免

军工产品

火工产品

天然存在的物质

饲料添加剂

烟草及烟草制品

放射性物质

新办法下有哪些申报类型？

科学研究备案申报
以科学研究为目的，年生产或进口量不满0.1吨；

为了在中国境内采用中国供试生物进行生态毒理学
测试而进口新化学物质样品；

简易申报

基本情形 新化学物质年生产量或进口量不足1吨

特殊情形 用作中间体或仅供出口，年生产量或进口量不足1吨；
以科学研究为目的，年生产量或进口量0.1吨-1吨；
新化学物质含量低于2%的聚合物或低关注聚合物；
以工艺和产品研究开发为目的，年生产或进口量不超过10吨

常规申报 新化学物质年生产量或进口量>1吨（1-10；10-100；100-1000；1000+）

瑞欧科技能为企业做哪些？为什么选择瑞欧科技？

联系理化、毒理、生态毒理学实验室

申报材料制作及递交

主管当局良好沟通

法规咨询

申报整体方案制定

数据评估和缺口分析

国内代理人服务

实验方案制定及测试安排

申报进程跟踪及通报

风险评估报告制作

查新

名录增补

数据豁免分析（非测试手段）

申报后续维护服务

国内外客户的成功案例
多年欧盟REACH应对的专业经验
丰富的实验室渠道
专业深入的技术手段：化学品风
险评估、数据豁免分析（非测试
手段）……
国内外研讨会，帮助客户答疑解
惑
良好的主管当局沟通，帮助主管
当局征求业界建议

未进行申报登记的新化学物质，在中国境内禁止生产或进口；

未按《办法》进行申报的企业，将被环保部门通报、罚款，直至取缔；

新化学物质申报是环保部门环评通过的前置条件；

国外进口商不会进口未完成申报即不合规的新化学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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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服务项目
SVHC检测                     

RoHS测试               

邻苯二甲酸盐测试         

PFOS检测

甲醛测试             

EN71测试

重金属测试               

各项检测的咨询与培训

PAHS检测

DMF测试

偶氮AZO测试

高关注物质的化学品安全数据表开发

SVHC的检测服务

复杂产品的实验室检测方案研究

产品供应链信息的管理和传递

产品的 REACH法规符合性评估

REACH法规下
物品生产企业的义务

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通行证 
SVHC检测

物品(Article)：

系指一在制造过程中获得特定形状、外观或设计的物体，这些形

状、外观和设计比其化学成分更能决定其功能。例如：玩具、鞋子、

衣服、电器等等。

高关注度物质SVHC：

根据法规57条，具有以下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危险特性，而引起高度关

注的物质；

第1类，第2类致癌，致畸，具有生殖毒性的物质，即CMR物质；

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的物质，即PBT物质；

高持久性，高生物累积性的物质，即vPvB物质；

具有内分泌干扰特性、或具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或具高持久

性、高生物累积性但不符合 (2)， (3)两项的标准，同时有科学证

据证明对人类或环境引起严重影响的物质。

如果物品中不含有SVHC或者质量百分浓度小于0.1%, 无需通报和信息

传递，但是进口商有权利要求企业出具相关证明。

 

1、

2、如果物品含有候选清单中的物质，且质量百分浓度大于0.1%, 则欧盟

范围内此类物品的供应商必须向顾客提供其可获取的充足信息；或

者，应消费者要求，在收到要求的45天内向其提供可获取的充足信

息； 如果同时年出口量大于1吨，供应商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对此类

物品向ECHA进行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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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CLP(Regulation (EC) 1272/2008)法规应

对服务——CLP法规—欧盟又一道新的“绿色壁垒”

     CLP法 规 即 《 欧 盟 物 质 和 混 合 物 的 分 类 、 标 签 和 包 装 法 规 》 （ Regulation (EC) 

1272/2008）于2009年1月20日正式生效。欧盟现行的化学品分类，标签和包装指令-物质指

令67/548/EEC（简称DSD）和配制品指令1999/45/EC（简称DPD）将于2015年6月1日完

全被取代。CLP的实施类似于REACH法规，是逐步完成的。其中，对于物质的分类，标签和

包装的强制执行日期是2010年12月1日，对于配制品（即混合物）的分类，标签和包装的强

制执行是2015年6月1日。物质和配制品在相应的缓冲日期后必须按CLP法规进行分类，标签

与包装。

CLP法规对企业的影响

    CLP法规所涉及到的物质比REACH的范围更加广泛，几乎涵盖

了所有在欧盟市场上销售的物质和混合物，即使出口吨位量低于

1吨/年也必须应对CLP。企业必须：

需对产品重新进行分类 需更新产品的标签和包装

更新SDS 通报（Notification）

    若输欧企业未完成上述应对工作,将不能将产品投放欧盟市场;否

则,将受到欧盟各个成员国执法当局的检查，例如高额比例的罚款、没

收货物、甚至监禁等。为此，瑞欧科技再次提醒企业，注意尽快应对

CLP法规。

我们的服务

   瑞欧科技专家对欧盟原有分类与标签指令有深入的研究，在

REACH法规的应对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欧盟新的分类与标签

法规CLP法规出台后，瑞欧科技的专家团队一直紧密跟踪法规的进

展，并致力于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当中。鉴于欧盟REACH法规和

CLP法规之间的密切联系，作为国内资深的REACH法规服务机构，

瑞欧科技可为广大企业提供REACH+CLP全套服务。

1．CLP法规的培训, 为企业提供全套的CLP法规应对方案

瑞欧科技有限公司将不定期的为广大企业开办免费培训会。

2．帮助企业对物质和混合物重新按照CLP的要求进行分类

3．对混合物、物质理化性质进行测试

CLP法规要求，若缺少物质/混合物的理化数据，必须进行
测试获得数据以便用于分类

瑞欧科技的REACH注册客户可豁免此项责任，我们在制作的

REACH注册卷宗即按CLP法规要求对物质进行分类，企业则

无需再另外按CLP分类。

 4．为企业的产品按CLP标准重新设计标签和包装

5．为企业提供同时符合REACH和CLP的安全数据表SDS

 6．帮助企业完成向ECHA提交C&L通报的相关事宜

服务流程

企业提供产品信息并填写物质信息调查表

瑞欧科技完成产品在CLP下的责任和义务分析

瑞欧科技完成标签和SDS的制作/完成通报

瑞欧科技将最终相关文档反馈给企业

企业确认并接收最终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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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签订CLP服务相应委托书/合同（如标
签制作和SDS制作委托书，通报服务合同）



可能存在的 SVHC( 高危险）物品

常见物品中 SVHC举例

材质组成

服装 布料、皮料 涤纶、氨纶、人造革等 
4,4'-二氨基二苯甲烷  蒽 邻苯二甲酸甲苯基丁酯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 邻苯二甲酸二丁基酯
短链氯化石蜡 六溴环十二烷 重铬酸钠 五氧化二砷 氧化双三丁基锡

、 、 、 、 、
、 、 、 、

纽扣、拉链等辅料 塑料
4,4'-二氨基二苯甲烷 邻苯二甲酸甲苯基丁酯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 邻苯二甲酸二丁基酯
短链氯化石蜡 六溴环十二烷 蒽 重铬酸钠 五氧化二砷 氧化双三丁基锡

、 、 、 、
、 、 、 、 、

金属 重铬酸钠（含镀层）

鞋 鞋底 EVA、 TPR、橡胶 
4,4'-二氨基二苯甲烷 邻苯二甲酸甲苯基丁酯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 邻苯二甲酸二丁基酯
短链氯化石蜡 六溴环十二烷 蒽 重铬酸钠 五氧化二砷 氧化双三丁基锡

、 、 、 、
、 、 、 、 、 、

布料 、皮料 涤纶、氨纶等、人造革、皮革等
4,4'-二氨基二苯甲烷  蒽 邻苯二甲酸甲苯基丁酯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 邻苯二甲酸二
丁基酯 短链氯化石蜡 六溴环十二烷 重铬酸钠 五氧化二砷 氧化双三丁基锡

、 、 、 、
、 、 、 、 、

玩具
剪毛布、珍珠绒、可海尔、
内衬网布等

4,4'-二氨基二苯甲烷  蒽短链氯化石蜡 邻苯二甲酸甲苯基丁酯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
邻苯二甲酸二丁基酯 六溴环十二烷 重铬酸钠 五氧化二砷 三氧化二砷 氧化双三丁基锡

、 、 、 、 、
、 、 、 、 、 、

塑料（ PVC、 PU...）
4,4'-二氨基二苯甲烷 邻苯二甲酸甲苯基丁酯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 邻苯二甲酸二丁基酯
短链氯化石蜡 蒽 重铬酸钠 六溴环十二烷 五氧化二砷 氧化双三丁基锡

、 、 、 、
、 、 、 、 、

木质材料 三乙基砷酸酯 氧化双三丁基锡、

电器 塑料（ PVC、 ABS、 PC...）
4,4'-二氨基二苯甲烷 邻苯二甲酸甲苯基丁酯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 邻苯二甲酸二丁基酯
短链氯化石蜡 蒽 六溴环十二烷 重铬酸钠 五氧化二砷 氧化双三丁基锡

、 、 、 、
、 、 、 、 、

金属(含镀层) 重铬酸钠

现阶段：检测及符合性评估 后阶段：通报 授权 限制

        符合通报的要求时需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通报。当产品含有高关注物        明确产品中化学物质组成。REACH法规的管理对象是产品中所

含的化学物质，而并不关心产品本身。法规的宗旨是对法规范围下 质，且符合通报的要求（即物质的年出口量超过1吨，且含量超过产品整

的产品其特性成分或其将产生的风险不能被了解的情况下，该产品 体的0.1%）时，则需委托代理机构于通报之日起的六个月以内向ECHA进

就被认为是有害的，法规中规定，如果进口商或者欧盟消费者对于 行通报，且通报内容和格式必须符合相关通报要求。但是在满足某些条件

产品的安全性产生质疑，那么企业就有义务在45天之内向欧盟提供 的情况下，也可以免除通报的义务。

产品的相关安全说明。因此必须了解产品中的特性成分及其可能产         为符合授权要求的物质用途申请授权。化学品管理局从高关注度物质

生的风险，并取得相关的该产品无害的证明，才能确保该产品被认 中筛选出授权清单，如果有物质在此清单中，则制造商、进口商或者下游

为是安全的。 用户必须为要投放市场或是自己使用的物质本身，配制品中的物质或是结

        确认是否有高关注度物质并向进口商传递相关信息。第二份高 合到物品中的物质的用途申请授权。

关注度物质清单已经出台，企业必须确认自己的产品当中是否含有         确定产品中是否含有限制物质（参见法规附件XVII）。如果含有，那

其中的物质，如果含有，那么必须告知欧盟进口商或者其他下游用 么必须按照限制物质的使用要求来生产产品，或者直接用其他化学物质代

户，以免受到海关的限制，或者无法获得进口商对产品的认可。通 替该限制物质的使用。

常采用检测的手段确认产品中是否有高关注度物质。

        联系上游供货商，整条供应链一起应对。REACH法规的根本目

的是为了达到对化学品有效的监管，从而保证人体健康和环境安

全。企业为了达到这一应对目标，就需要从源头控制产品中的化学

物质。尤其对于一些复杂的机电产品来说，成千上万种材质会导致

高额的检测费用，只有同原材料供应商一起应对才可以降低成本，

同时也能建立有效的产品质量管理体系，并与供应商结成更好的商

业联盟。

企业应对指南
物品涵盖范围广泛，产品种类众多，其各种生产工艺和用途导致物品需要履行不同的义务，所有含有化学物质的物品都

必须评估它是否符合REACH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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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HC检测

第三批高关注度物质清单

第一批、第二批高关注度物质清单

物质名称

4,4'-二胺基二苯甲烷

邻苯二甲酸甲苯基丁酯 (BBP) 

邻苯二甲酸二 (2-乙基己基 )酯 (DEHP)

邻苯二甲酸二丁基酯 (DBP)

蒽

六溴环十二烷 (HBCDD) 

重铬酸钠二水化合物 

二甲苯麝香 (MX) 

短链氯化石蜡 (SCCP) 

三氧化二砷 

砷酸氢铅

二氯化钴

氧化双三丁基锡

三乙基砷酸盐 

五氧化二砷 

CAS NO.

101-77-9 

85-68-7 

117-81-7 

84-74-2

120-12-7

25637-99-4 

7789-12-0

81-15-2

85535-84-8 

56-35-9

15606-95-8 

1303-28-2 

1327-53-3

7784-40-9

7646-79-9 

物质名称 CAS NO.

（共30项）

(SVHC第三批清单（8项）于2010年6月18号正式公布生效)

2,4-Dinitrotoluene (2,4 -二硝基甲苯)

蒽油

蒽油，蒽糊，轻油

蒽油，蒽糊，蒽馏分

蒽油，含蒽量少

蒽油，蒽糊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

 
煤焦沥青，高温

磷酸三(2-氯乙基)酯

硅酸铝，耐火陶瓷纤维

C.I. 颜料黄34

硫酸铅铬钼红(C.I. 颜料红104)

铬酸铅

氧化锆硅酸铝，耐火陶瓷纤维

丙烯酰胺

90640-80-5

91995-17-4

91995-15-2

90640-82-7

90640-81-6

84-69-5

121-14-2

65996-93-2

115-96-8

Index no. 
650-017-00-8
Index no.
650-017-00-8 

1344-37-2

12656-85-8

7758-97-6

79-06-1 

CAS NO.物质名称

201-167-4

233-139-2

234-343-4

215-540-4

235-541-3

231-889-5

232-140-5

232-143-1

231-906-6

EC NO. 性质 可能的用途 

79-01-6

10043-35-3

11113-50-1

1330-43-4

12179-04-3

1303-96-4

12267-73-1

7775-11-3

7789-00-6

7789-09-5

7778-50-9

三氯乙烯

硼酸

无水四硼酸钠

水合硼酸钠

铬酸钠

铬酸钾

重铬酸铵

重铬酸钾

2类致癌物

2类生殖毒性物质

2类生殖毒性物质

2类生殖毒性物质

2类致癌、

2类致突变、

2类生殖毒性物质

2类致癌、

2类致突变

2类致癌、

2类致突变、

2类生殖毒性物质

2类致癌、

2类致突变、

2类生殖毒性物质

● 铬金属制造

● 金属处理和涂层

● 化学品和试剂制造

● 实验室（分析试剂）

● 玻璃仪器清洗

● 皮革鞣制

● 纺织品制造

● 光刻

● 木材处理

● 缓蚀剂冷却系统

● 金属部件的清洁和除油

● 粘合剂溶剂

● 用于氟氯有机化合物生产的中间体

● 包括多种用途，如用于多种杀虫剂和防腐剂、

个人护理产品、食品添加剂、玻璃、陶瓷、橡胶、化肥、

阻燃剂、油漆、工业油、制动液、焊接产品、冲印。

● 包括多种用途，如用于玻璃和玻璃纤维、陶瓷、清洁剂、

个人护理产品、工业液体、冶金、粘合剂、阻燃剂、

农药、化肥。

● 包括多种用途，如用于玻璃和玻璃纤维、陶瓷、清洁剂、

个人护理产品、工业液体、冶金、粘合剂、阻燃剂、

农药、化肥。

● 金属处理和涂层

● 化学品和试剂制造

● 纺织品制造

● 氧化剂

● 实验室（分析试剂）

● 皮革鞣制

● 纺织品制造

● 制造光敏屏幕（阴极射线管）

● 金属处理

● 陶瓷着色剂

● 皮革鞣制

● 颜料/油墨制造

● 实验室（分析试剂）

● 烟火制造

● 实验室（分析试剂）

● 制造其他铬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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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壁垒

应对上门培训服务

关于瑞欧 ABOUT RUIO 关于瑞欧ABOUT RUIO

我们的客户

合作机构

我们已经为全球

13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00余人提供过

技术性贸易壁垒

培训服务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

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Economic & Trade Commission of Zhejiang Province

新加坡化工协会 马来西亚化工协会

浙江省商务厅
Department of Commerce of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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