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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REACH(化学品注册、!估、授权和限
制体系）"# 

香港2010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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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文件 

•!化学品注册、!估、授权和限制体系 

•!从2007年6月1日起生效 

•!欧盟法$， 850% 

•!包括人体健康和&境'( 

•!不符合此$定意味着)物将被禁入欧盟
市* 



3 

•!REACH适用于: 

•!化学物+ 

•!化学制, ("尾酒) 

•!物品中的化学物+ 

!忘文件 



4 

44 

•!欧洲化学品管理署 (ECHA) #$
REACH各方面的工作 

•!REACH是一个关于-品和国.供/0
管理的体系 

•!REACH 正在1成一个更复2的大范3 
“RSL” 

!忘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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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的主要目4 

•!%立一个5一体系来6管欧盟境内的化
学品 

•!加强7人体健康和&境的保8，使其不
受化学品所-生的9:的影响 

!忘文件 ;物+、制,和物品的<
口商=>-品的化学安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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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文件 

•!REACH (&物品中的物+)要求三?主
要行": 

•!注册 

•!通知 

•!信息 / '通 

 (与下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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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中的物+ 

•!所含物+必A向欧洲化学品管理署
(ECHA)注册 

•!“如果在正常、合理、可BC的使用
条件下可能有物+D出 

•!“如果某一-品系列含有的同一种法
定物+在一年超E1000kg. 

!忘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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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可称F物品 ? 

REACH !3.3! : 

!": #$%&'!()*+,!"-

./#01&'23$4$5678
%&)9':(;)*<=>$*?-
@)AB*.$C+DEFG$H
IJ> 

!忘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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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345"&,"$6"#, 

•!7'89:;<,"$=>?@()6"#"

$ 

•!ABCDE,"$=>?6"#, (F-G*

+56+)*#$,) 

!忘文件 



10 

1010 

通知 

欧盟的<口商必A向ECHA通知有关情
况，如果: 

•!ECHA “高关注度物+清5”上的
某一高关注度物+ (SVHC)在物
品中的G度超E 1000 ppm 

•!(度超E1000 ppm的物品每年<
口量超E一吨 

!忘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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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由ECHA根据各成H国的要求I制 

!忘文件 



12 

!忘文件 

SVHC LIST 

!!!!!!!!!!!!!!!!!!!!!!"+! !!!!!!!!!#$%!&'()*#!&'(! !!!%+,#!-类! !!!!!!!!!!!!!!!!!!!!!!!!!!!!!!./!

0J1K! 234352656)7895:;654! #<=!9>7!!#?@! AB,CDE"!

FLGM! 22;65975H)I#.! #<=!9>7!!#?@! JKLMNOPQRSONOTUVOWXY
Z,!

[$10%! 98H857;57)79:599356! #<=!9>7!!#?@! P\,O]^,OP_,!

`$10%! 98725:858)79:54;954! #<=!9>7!!#?@! ]^,OP_,!

%GQR! 22;454H56)7875H3457! #<=!9>7!!#?@! P_,!

`ab%GS! 9:3H356:5;)47252HH57! #<=!9>7!!#?@! WXYZ,!

T&0cG0dS! ;452457)7H95::254! #<=!9>7!!#?@! ef,Cgh,ijklM,!

T&0cG0mSno*,pq! 9925;952)7H457995H! #<=!9>7!!#?@! p+#ef,OrUrsVtuvVr!

T&0cGWdS! ;:53;52)7H9537752! #<=!9>7!!#?@! aXwxOyYshzQef,!

'nZj[q! 97H59752)7H4582959! p{|! U}OP_,OWXYZ,!

`db$1\! :358:56)7HH573;5H! p{|! WXYZ,!

0c&~�! ;959:57)7H9537654! �p�{! ��O1]T!

&�0^! 76453757)7H358856! p{|! ��,Oe强,n��q!

�(&�0^n,{#ooq! 7:38256654)742594;54! p{|! ��,!

�0J1�)! ;::8:5;45;)7;254235:! p{|! JKMNO�"sPQ*_`�,C"�!

4C4�50+b0&c^! 9H952256)7H7562454! #<=!9>7!!#?@! �,�V,O�"&$a��1,!

b�c��!
#<=!9>7!!#?@��9类s�7类C����O��1�C���-E ¡�¢�!
*#,$�£¤1¥T¦§¨!
p{|�©ª�"«d¢�!
@*$#,�1¥T¬O!®O¯权s°S±²!
%+,#�³-¬´"+!
�p�{µ©ª³�"«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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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 

某些“高关注度物+”的信息必A从<口
商到零售商在整个供/0efg 

如果h端消i者要求，零售商必A在45
天内免i提供此类信息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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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jO和消i品6管部門也可使用
k?权利，以提高公l7物品中可能存
在的有害化学品的意m。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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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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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适用于非制,物品中的高
关注度物+ 

•!所有G度高于重量的0.1 %的高关注 

度物+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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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商/采取的行": 

•!制,和物品n存op 

•!从供/0采集数据 

•!用更安全的替代品替q高关注度物
+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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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可从以下网站r得： 

http://echa.europa.eu/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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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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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4种以上的物+新加到SVHC清.上 (更多
的此类物+正在增加中) 

有6种物+被建s “授权”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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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化学品管理署”的外部U力 

•! SIN (立即替q) 清. – 一个非政府jO 
(Chemsec) /0的?目，旨在加速E渡到一个无
毒的世界。 

•! TUP (工会t先)清. – 旨在t先6管仍在ue广
F使用的已知SVHC, 特别是那些已知会引起vw
疾病的高关注度物+。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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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 1在x有以前欧盟7受限制物+的
6管权利(76/769/EEC)。 

•!237受限制物+的要求将更y格。 

•!ECHA在09年7月1日公布了第一个 “限制意向
清5” (6种物+)。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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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机z的6督正在增加。 
RAPEX (01-01-09 to 30-06-09) 

•!所通知的-品中有23 %来自服装/45品/6装w 

•!208 种-品名列RAPEX (服装/45品/6装) 

•!化学品 (物品中的)7所通知的最高9:种类 
(28%)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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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所有的成H国制{7不符合REACH的情况|
}/ 制裁的措施 

•!迄今已有14个成H国起草/批准了7不符合情况的
|}措施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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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英国 
•!在�易程序定罪后�以最高5,000英8的}款和/或不超E3个月的6禁。 
•!在根据控告定罪后�以无限�}款和/或不超E2年的6禁 

德国 

•!&于不太y重的�背情况，�以最高 50,000欧元的}款或不超E一年的6禁 
•!&于�y重的�背情况，�以最高 100,000欧元或不超E5年的6禁 

荷� 

•!9以最高 670,000欧元的}款或不超E6年的6禁 

瑞典 
•!:款或不超E2年的6禁 

;尔< 
•!!"#$%&'()*+,5,000欧元的}款或不超E6个月的6禁，或二者同
��行 
•!&'()*+,-�./! 3,000,000欧元的}款或不超E2年的6禁，-./
0123 

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