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关于 PayEasy 魅丽奇网站之商品，进口商品检验检疫相关公告。 
 
 
一、PayEasy 网站内凡由「上海易备齐贸易有限公司」进口经营之产品，均通过

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认证。 
 
 
二、「上海易备齐贸易有限公司」进口经营之产品均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

部化妆品检测部门」准许的进口化妆品，为正规、合法、安全的产品。 
 
 
三、「上海易备齐贸易有限公司」所经营之产品进口产品外包装均贴有 CIQ 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China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Bureau)标签，及「PayEasy 魅

丽奇」官方加贴的激光防伪验证标签。 
 
 
 
 
 
 

 特此公告。 
 
 
 
 
 
 

上海易备齐贸易有限公司 
2010.7.12 

 
 
 
 
 



以下是由「上海易备齐贸易有限公司」进口经营的产品目录： 

品项 英文品牌 中文品牌 送检中文品名 国妆备进字 

1 @NATURE 自然保养网 自然保养网天竺葵乳晕粉嫩霜 J20097561 

2 @NATURE 自然保养网 自然保养网熏衣草净白眼圈美白霜 J20097587 

3 @NATURE 自然保养网 自然保养网玫瑰水嫩保湿洁肤胶 J20097592 

4 @NATURE 自然保养网 自然保养网玫瑰水嫩保湿青春露 J20097595 

5 @NATURE 自然保养网 自然保养网玫瑰水嫩保湿凝胶 J20097613 

6 @NATURE 自然保养网 自然保养网玫瑰水嫩晚安冻膜 J20097614 

7 @NATURE 自然保养网 自然保养网玫瑰水嫩卸妆油 J20097630 

8 @NATURE 自然保养网 自然保养网玫瑰水嫩保湿面膜 J20097636 

9 @NATURE 自然保养网 自然保养网茶树毛孔净化调理晚安冻膜 J20097637 

10 @NATURE 自然保养网 自然保养网玫瑰水嫩保湿菁华露 J20097678 

11 @NATURE 自然保养网 自然保养网玫瑰水嫩保湿眼霜 J20097681 

12 @NATURE 自然保养网 自然保养网玫瑰水嫩保湿水凝霜 J20097687 

13 @NATURE 自然保养网 自然保养网熏衣草美白晚安冻膜 J20097957 

14 @NATURE 自然保养网 自然保养网熏衣草净白晶透面膜 J20098189 

15 @NATURE 自然保养网 自然保养网睫毛纤长修护菁华液 J20098295 

16 @NATURE 自然保养网 自然保养网茶树净痘粉刺水 J20101595 

17 @NATURE 自然保养网 自然保养网百合茉莉纯花胜肽防皱眼霜 J20100659 

18 @NATURE 自然保养网 自然保养网茶树毛孔净化油脂调理露 J20102087 

19 @NATURE 自然保养网 自然保养网茶树毛孔净化角质调理胶 J20102091 

20 @NATURE 自然保养网 自然保养网茶树毛孔净化洁面胶 J20102103 

21 @NATURE 自然保养网 自然保养网茶树毛孔净化卸妆凝胶 J20102075 

22 @NATURE 自然保养网 自然保养网玫瑰水嫩角质凝露 J20100867 

23 @NATURE 自然保养网 自然保养网熏衣草净白雪颜露 J20100866 



24 @NATURE 自然保养网 自然保养网熏衣草净白晶凝乳 J20101068 

25 @NATURE 自然保养网 自然保养网熏衣草净白雪亮霜 J20101044 

26 @NATURE 自然保养网 自然保养网熏衣草净白洁面胶 J20101246 

27 @NATURE 自然保养网 自然保养网熏衣草净白卸妆凝露 J20101083 

28 @NATURE 自然保养网 自然保养网百合茉莉纯花胜肽防皱霜 20103294 

29 @NATURE 自然保养网 自然保养网玫瑰水嫩青春眼膜 J20103492 

30 @NATURE 自然保养网 自然保养网玫瑰水嫩眼部菁华露 J20102098 

31 BeautyDIY 爱美网 爱美网绿石泥毛孔紧致面膜 
卫妆备进字（2008)

第 1990 号 

32 BeautyDIY 爱美网 爱美网红酒多酚保湿面膜 
卫妆备进字（2008)

第 1991 号 

33 BeautyDIY 爱美网 爱美网玫瑰保湿露 
卫妆备进字（2008)

第 1992 号 

34 BeautyDIY 爱美网 爱美网青木瓜毛孔净化角质凝胶 
卫妆备进字（2008)

第 1993 号 

35 BeautyDIY 爱美网 爱美网甘草金缕梅清新眼胶 J20097416 

36 BeautyDIY 爱美网 爱美网绿石泥毛孔净化美白面膜 J20097423 

37 BeautyDIY 爱美网 爱美网熊果素净白面膜 J20097428 

38 BeautyDIY 爱美网 爱美网金盏花舒缓调理水 J20097430 

39 BeautyDIY 爱美网 爱美网薏仁甘草美白水嫩面膜  J20097436 

40 BeautyDIY 爱美网 爱美网小黄瓜清新舒缓面膜 J20097441 

41 BeautyDIY 爱美网 爱美网薏仁甘草美白化妆水 J20097447 

42 BeautyDIY 爱美网 爱美网小黄瓜清新无油保湿乳液 J20097576 

43 BeautyDIY 爱美网 爱美网新红石榴柔白紧致面膜 J20097596 

44 BeautyDIY 爱美网 爱美网新小黄瓜美白洗面胶 J20097612 

45 BeautyDIY 爱美网 爱美网金盏花舒缓美颜霜   J20097626 

46 BeautyDIY 爱美网 爱美网死海黑泥去瑕面膜 J20097633 

47 BeautyDIY 爱美网 爱美网小黄瓜清新调理喷雾 J20097635 



48 BeautyDIY 爱美网 爱美网蓝色油脂调理收敛水 J20097648 

49 BeautyDIY 爱美网 爱美网焕肤精华液 J20098106 

50 BeautyDIY 爱美网 爱美网尿囊素毛孔紧致清新收敛水 J20101456 

51 BeautyDIY 爱美网 爱美网玫瑰玻尿酸保湿精华面膜 J20101045 

52 BeautyDIY 爱美网 爱美网氨基酸保湿乳液 J20102088 

53 BeautyDIY 爱美网 爱美网玫瑰熬夜滋养精华素 J20101046 

54 BeautyDIY 爱美网 爱美网胶原蛋白活肤乳液 J20102110 

55 BeautyDIY 爱美网 爱美网樱花粉嫩乳晕霜 J20103495 

56 BeautyDIY 爱美网 爱美网鼠尾草毛孔净化粉刺水 J20101152 

57 BeautyDIY 爱美网 爱美网氨基酸温和洗面皂 J20101500 

58 BeautyDIY 爱美网 爱美网绿石泥毛孔细致洗颜霜 J20101457 

59 BeautyDIY 爱美网 爱美网青木瓜毛孔净化深层洁肤霜 J20102102 

60 BeautyDIY 爱美网 爱美网绿薄荷冰透卸妆晶冻 J20101243 

61 SkinCology 美肌学 美肌学弹力紧致活肤乳 
卫妆备进字（2008)

第 2302 号 

62 SkinCology 美肌学 美肌学紧致活肤精华液 
卫妆备进字（2008)

第 2303 号 

63 SkinCology 美肌学 美肌学活力紧致亮肤面膜 
卫妆备进字（2008)

第 2304 号 

64 SkinCology 美肌学 美肌学紧致活肤精华晚霜 
卫妆备进字（2008)

第 2305 号 

65 SkinCology 美肌学 美肌学美容整肌水 J20097420 

66 SkinCology 美肌学 美肌学虾红素红颜莹白平纹眼霜 J20097422 

67 SkinCology 美肌学 美肌学虾红素红颜莹白精华霜 J20097425 

68 SkinCology 美肌学 美肌学虾红素红颜莹白润透面膜 J20097434 

69 SkinCology 美肌学 美肌学虾红素红颜莹白浓萃露 J20097435 

70 SkinCology 美肌学 美肌学虾红素红颜莹白精华素 J20097661 

71 SkinCology 美肌学 美肌学毛孔紧致精华素 J20103791 



72 SkinCology 美肌学 美肌学玻尿酸循环保湿水凝霜 J20103790 

73 SkinCology 美肌学 美肌学玻尿酸酵母保湿青春露 J20103403 

74 SkinCology 美肌学 美肌学玻尿酸保湿精华液 J20103402 

 
实际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为准 
 
 
 
 
 
 
 
 
 
 
 
 
 
 
 
 
 
 
 
 
 
 
 
 
 
 
 
 
 
 
 
 



什么是 CIQ？    

 
CIQ logo 

( CHINA ENTRY-EXI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BUREAU
 )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   
  通常作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简称,由 1999 年原设置在各地的出入境

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和进出口商品检验机构合并，组建为出入境检验检

疫机构，并且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在 2002 年与国家质量监督局合并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但总局的地方分支有所不同，CI
Q（检验检疫）在地方上为国家垂直管理机构，而质量监督局是地方的，基

层分支局的行政级别在某些地方也有所不同，例如江苏太仓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是省局直属为正处级单位，而太仓质量监督局只是正科级单位，他们

的公务员人员也是相区别，检验检疫公务员在国家公务员考试中招考，质

量监督公务员在地方公务员考试中招考。  
  CIQ（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工作职责：  
  （一）贯彻执行出入境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和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律、

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实施细则、办法及工作规程，负责所在行政区域内出入

境检验检疫、鉴定、监督管理等行政执法工作。  
  （二）负责实施出入境卫生检疫、传染病监测和卫生监督，负责口岸

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工作，负责出入境人员的预防接种和传染病监测体检

的管理工作。  
  （三）负责实施出入境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其它检疫物的检验检疫与监

督管理，负责动植物疫情监测、调查等工作，实施动植物疫情的紧急预防

措施。  
  （四）负责实施进出口商品（含食品）的法定检验和监督管理，负责

实施一般包装和出口危险品货物包装检验，负责进出口商品鉴定管理工作。

负责实施外商投资财产鉴定，办理进出口商品复验工作。  
  （五）负责实施对进出口食品、动植物及其产品等的生产（养殖、种

植）、加工和存放等单位的卫生检疫注册，负责实施进出口安全质量许可

和出口质量许可工作，负责实施进出口产品和实验室认可、人员注册等工

作，并监督管理。  

http://baike.baidu.com/image/cebd0017c630182f4b90a746


  （六）负责实施国家实行进口许可制度的民用商品的入境验证，负责

出口、转口商品的有关出境验证。  
  （七）负责实施出入境交通运载工具和集装箱及容器的卫生监督、检

疫监督和有关的适载检验、鉴定，负责出入境交通运载工具、集装箱、包

装物及铺垫材料和货物的卫生除害处理的管理工作。  
  （八）负责执行国家、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签署

的有关检疫、检验的国际协议、协议和议定书等，负责技术性贸易壁垒协

议和检疫协议的实施工作。  
  （九）负责签发出入境检验检疫证单和标识、封识，并进行监督管理，

负责出口商品普惠制原产地证和一般原产地证的签证工作。  
  （十）负责出入境检验检疫业务统计，调查和收集国外传染病疫情、

动植物疫情和国际贸易商品质量状况，提供有关信息。  
  （十一）负责对各类涉外检验检疫、鉴定和认证机构（包括中外合资、

合作机构）以及卫生除害处理机构的监督管理。  
  （十二）承办上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交办的其它工作。  
CIQ 标识辨识？  
 

 
老版本 CIQ 标志 

所有正版防伪标签的背面均有流水防伪编码。  
  正版 CIQ 卷标贴于产品上 ,然后再撕下来 ,所有背面的流水号码应紧贴

于产品上 ,而不是在原来的 CIQ 标签上  
  老版本的 CIQ 标志编码为 9 位数字。  
  分为 2 行，第一行 4 位，第二行 5 位。  

  新版本的 CIQ标志编码为 16位数字。     
新版本 CIQ 标志 

http://baike.baidu.com/image/b3ba5d16e08ad96421a4e97c
http://baike.baidu.com/image/b94f65ec8156a0ff2e2e2145


关于化妆品卫生行政许可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食药监办[2008]503 号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8〕100 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承担

化妆品卫生监督管理职能。现就化妆品卫生行政许可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化妆品卫生行政许可工作继续按卫生部《健康相关产品卫生行政许可程序》

（卫监督发〔2006〕124 号）、《卫生部化妆品卫生行政许可申报受理规定》（卫

监督发〔2006〕191 号）和《化妆品卫生规范（2007 年版）》等有关规定和技术

要求进行。 
 
二、特殊用途化妆品批准文号和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号作相应调整。国

产特殊用途化妆品批准文号体例为国妆特字G********，进口特殊用途化妆品批

准文号体例为国妆特进字J********，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号体例为国妆

备进字J********。批准文号（备案号）中“********”的前 4 位为年份，后 4 位

为行政许可的先后顺序，每年度从 0001 号开始分别编排。卫生部已许可的化妆

品，在批件有效期内仍然有效。  
 
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许可司负责化妆品卫生许可管理工作。  
 
四、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保健食品审评中心承担化妆品技术审评工作，承担

技术审评有关的行政许可技术审查延期通知书、行政许可技术审查意见告知书及

相应补充数据、复核申请发放与接收工作。化妆品技术审评有关信息可在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保健食品审评中心网站查询（网址：http:/www.bjsp.gov.cn）。  
 
五、国产特殊用途化妆品生产企业卫生条件审核，在省级政府机构改革前，仍由

目前承担化妆品生产企业卫生条件审核的省级监管机构负责。  
 
六、化妆品卫生行政许可检验仍由卫生部原认定的化妆品卫生行政许可检验机构

承担，即仍按卫生部通告（卫通〔2008〕16 号）执行。  
 
七、化妆品卫生行政许可受理工作，按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公

告（2008 年第 19 号）执行。有关具体受理事项，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受理服务中心发布的《关于化妆品卫生许可受理事项的公告》（第 38 号）办

理。  
 
                 特此公告。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http://www.bjsp.gov.cn/


字号说明：  
 
 
卫妆准字：是卫生部化妆品检测部门批准的国产化妆品(合格)  
 
卫妆备进字：是卫生部化妆品检测部门准许的进口化妆品(即检测合格,允许进

口)，根据国内的有关规定，凡是进口的化妆品全部都是卫妆进字号。进口的普

通化妆品应在上市前需向卫生部申请备案，经审核准予备案的卫生部发给备案凭

证。普通进口化妆品备案文号格式为“卫妆备进字（发证年份）第****号”。如卫

妆备进字（2005）第 1234 号，表示该产品于卫生部在 2005 年准予备案进口的普

通化妆品第 1234 号是每年度按批准时间先后顺序分别编排的序号，一个产品一

个序号。  
 
卫妆特进字：对具有育发、染发、烫发、脱发、美容、健美、防臭、祛斑、防晒

作用的 9 种化妆品属于进口特殊用途化妆品。须向卫生部申请，经同意之后，发

给进口化妆品卫生许可证可批件，批准文号格式为“卫妆进号（发证年份）第****
号”。  
 
卫妆特字：是卫生部批准的国产特殊化妆品,如整容产品和药物美容产品等等(合
格). 
 
国妆特字：国产特殊用途化妆品批准文号体例为国妆特字 G******** 
 
国妆特进字：进口特殊用途化妆品批准文号体例为国妆特进字 J******** 
 
国妆备进字：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号体例为国妆备进字 J******** 
 
（批准文号（备案号）中“********”的前 4 位为年份，后 4 位为行政许可的先后

顺序，每年度从 0001 号开始分别编排。卫生部已许可的化妆品，在批件有效期

内仍然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的官网：

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wsb/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