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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概述:
近年来，在非政府组织(NGO)的压力下，时装品牌和政府都提高关注纺织及制衣业使用危害物质所造
成的污染及爆炸风险。此外，许多国际品牌都有自己的受限物质清单(RSL)或生产限用物质清单(MRSL)，
并且将展开化学品审核，以评估其供应商的化学品管理表现。因此，制造商面临着符合国家法规和品
牌要求的压力。然而，对于中小企制造商来说，由于涉及许多特殊/技术术语，他们缺乏理解和遵守
这些要求的资源和知识，也很难理解和分辨哪些化学品是有危害性。
因此，制衣业训练局(以下简称“CITA”)通过参考香港和中国的法规、主要品牌的受限物质清单(RSL)/生
产限用物质清单(MRSL)和化学品审核要求的重要元素，制定了「化学品管理实施手册」。目标是要帮
助制造商建立自己的化学品管理系统(CMS)，以帮助他们理解国家法规和品牌的要求。
本手册中提到的制造商、供应商和分包商，定义如下︰
制造商 被定义为纺织及制衣业里实施本手册的中小企业(SME)。这些中小企业包括生产制成品、服装
或成衣配件的制造商。
供应商 被定义为向品牌和/或零售商提供中间产品和/或成品和/或支援服务的供应链中的任何参与者。
这包括：化学品、物料、组件和成品供应商。
分包商 被定义为向制造商提供类似支援服务的供应链中的任何参与者。这可能是由于制造商基于能
力有限而缺乏某些工序。
更多术语的定义，请看附录 2 的词汇表。
本手册的结构︰
本手册分为 8 章，并以「计划-实施-检查-措施」(Plan-Do-Check-Act / PDCA) 为基本实施框架：
第 1 章：对化学品管理系统(CMS)的承诺
第 2 章：符合法规
第 3 章：风险评估
第 4 章：化学品清单
第 5 章：化学品储存和处理
第 6 章：化学管理应急方案
第 7 章：符合品牌规定（进阶）
第 8 章：供应商和分包商管理（进阶）
每一章包括多个副主题，它们被设计为可让制造商遵循的分步框架，以协助他们建立管理危险化学品
的系统。此外，制造商可参考附录中的「补充文件」，了解这 8 个章节中涉及的模板和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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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方法

计划
•制定对CMS的承诺
•任命联络员
•确保内部营運、供应商/分包商和采购流程符合国家法规和品牌要求
•根据法规要求和品牌要求制定风险评估计划。 然后在以下方面识别
任何化学危险品：储存、处理和采购。

措施

实施

定期检查系统的有效性。

•审查国家法规和品牌要求，并记录适用于營運和采购的条款检查表
•通过编制全面的化学品清单，以了解營運中的所有化学品输入
•记录内部运营和供应商/分包商的风险评估
•制定和记录标准运营程序以管理已识别的风险
•為工人提供培训
•执行化学品泄漏演习

（例如每年一次）

检查
•定期检查变量 （例如每年一次）
•对废水、化学品输入或最终产品进行测试

图 1-1 化学品管理系统 PDCA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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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化学品管理系统(CMS)的承诺
目的:
制定高层管理人员遵守法规和客户要求的承诺，减少有关化学品使用相的负面影响，并持续审核整个
系统的有效性。

1.1 定义范围1
制造商应当在初始阶段定义范围。制造商首先应当列出所有生产场所和工序，然后决定需要包括哪些
在化学品管理系统内，建议至少要包括涉及化学品处理的生产场所和工序。

1.2 确定化学品风险评级
在定义范围之后，制造商需要在此范围内进行化学品风险评估。有关详细步骤，请参阅第 3 章。基于
评估结果，制造商可决定是否需要实施全面的化学品管理系统。如不需要全面系统，可实施简单的管
制和措施。例如︰准备或修改针对化学品使用工序的现有标准操作程序(SOP)。
要启动一个全面的管理系统，化学品管理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关于制定政策的过程，请参阅第 1.3 章。

1.3 制定化学品管理政策2
实施化学品管理系统的第一步是要对该系统有明确的承诺。政策须由高级管理层编写，并清楚传达有
关化学品管理的目标和愿景。
政策应当清晰的说明该范围内须符合以下要求的活动︰
 国家化学品法规和品牌要求
 减少与使用化学品相关的负面影响
 不断审核整个系统的有效性
 对使用化学品的工作人员提供培训
如制造商是采用需要制定政策的 ISO 标准，则将该政策扩展为化学品管理政策。若果已定义的范围有
变动，则应对化学品管理政策进行审核。附录 1 表 1 是化学品管理政策的一个例子。

1
2

参见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1.2 p.1-1
参见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1.1 p.1-1; Oeko Tex Step section 4.1.1.1, pag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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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范围
确定应当包括的场所和生产步骤

通过风险评估
定义范围内的化学品风险评级

是

需要全面的

否

化学品管理系统?

制定政策
实施简单管控和措施

该政策应包括
对该系統的承诺

化学品政策

检查已定义的范围有否变动

图 1-2 制定策略流程图

1.4 组织图

3

制造商应准备组织图并任命一名人员管理化学品系统。组织图应清楚列明负责人的姓名和角色。如制
造商有采用其他管理系统及制定组织图，则可将此组织图扩充到化学品管理系统。

3

参见 Oeko Tex Step section 4.1.1.1, pag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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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符合法规

4

目的:
本章提供了基本指导方针，以教导如何识别和查阅定义范围内的相关化学品法规。最终目标是确保制
造商的营运符合法规要求。
范围：
本章适用于定义范围内的活动。这可能涉及化学品储存、操作、采购和运输。在制造商实施合规性程
序后，也可应用于供应商/分包商管理。

2.1 整体检查程序
2.1.1

合规格检查和通知

制造商应指定一个特定的人员或团队管理合规性和了解最新的国家法规。负责人审核规条中的哪些条
款适合于工厂的定义范围，并根据筛选结果制定简化了的条款检查清单。附录 1 表 2 是为法规摘要。
制定简化的条款检查清单后，建议制造商将简化条款清单与现行的标准操作程序(SOP)进行比较，以
便检查合规性。通过逐一审核 SOP，制造商可以清楚地了解定义范围内的活动是否符合化学品相关法
规。如发现任何不合规情况，制造商应制定一个改善计划，并在指定的时间内更新 SOP。合规性检查
的结果应在内部传达给高级管理层和职员，如有任何重要变化也应在内部良好沟通。检查结果和传达
摘要应予以记录和归档。
有些条款可能与材料供应商、化学品供应商和分包商有关。更多关于供应商和分包商管理的详情，请
参阅第 8 章。

2.1.2

定期审核整个程序

建议负责人应检查法规或范围有否定期更新(例如︰每年更新)。如果法规或范围被更新，制造商应按
照第 2.1.1 章检查，以确保定义范围内的活动符合最新要求。

2.2 处理和储存的法规要求
遵纪守法是所有企业的基础。这些要求包括处理和存储。详情请参阅第 5 章。

2.3 供应商和分包商管理
完成第 2.2 章过程后，制造商应当考虑促进供应商和分包商的合规性，而这是属于进阶级别。
详情请参阅第 8 章。

4

参见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2.2, Page 2-5; Out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 (OIA),
Chemical Management Framework, CM 1.0, S1.F1andS1.F2, pa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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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最新的化学品法规

在法规中逐条筛选条款
以确定哪个条款适用于工厂

基于筛选结果制定条款
检查清单
SOP 是否符合
列表中的每个条款？

否

定期检查法规

是

应当立即检查法规
- 制定改善计划
- 更新 SOP

否

是

范围或法规
是否有更新？

在内部与高级管理层和员工
沟通结果

记录比较结果
并保留此记录 3 年

图 2-1 合规性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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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风险评估
目的:
本章提供了基本指导方针，以教导如何识别和记录工作场所中化学品造成的潜在风险。
范围:
本章适用于存储和处理化学品的工作场所，目的是为工作场所的员工提供进行风险评估的实用指南。
风险评估是识别和评估相关风险的过程。基于这些信息，可以确定消除或控制风险的措施。
实际上，工作场所中的风险评估是识别可能对特定地点造成危害(对环境/人)的任何对象、情况、过程
或其他事项。在识别后，应评估风险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并对风险的预防或控制措施做作出决策。评
估亦应记录并归档。
3.1 风险评估的识别
通过进行实际演习，应清楚记录和保存每个受访工作场所内涉及化学品处理和储存的活动，这有助于
确定哪些工作场所需要进一步评估。这过程应当由一个在工作场所拥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员工团队来完
成，包括负责待查操作流程的主管和工人。有可靠来源的信息如SDS亦可供参考。附录1表4是现场检
查表的一个例子。
为了识别和评估潜在风险，责任方应遵循以下步骤：
1.

确定与工作活动相关的现有或潜在风险

(包括在物质的加工、使用、处理或储存中使用的方法/工序等)
2.
3.

评估损害的可能性和严重性
确定风险级别

进行评估的方式取决于工作场所的情况，并具有灵活性，以允许评估与以下相关的风险：
1.

单一化学品
评估购买、储存或使用方面的潜在风险。
(例如︰健康风险评估无机铅、汞或铬酸盐；用储备酸剂制作稀释液的风险；确定易燃液体的储存风险)

2.

涉及化学品或化学类别的具体工作流程
评估具体工作流程中使用化学品的人员如何暴露或处于危险中的风险。
(例如︰在清洁过程中使用腐蚀性或可燃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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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场所或工作区域
评估在此工作场所中进行与化学品操作相关的风险和在工作场所使用化学品的人如何暴露于化
学危机。
此类评估的实例可能包括使用检查清单收集工作场所的信息和危险识别。评估应基于化学标签和
安全数据表(SDS)的信息。例如，可从标签上的警告用语了解使用化学品的人如何暴露于危险中。
某些情况下将需要更多的细节，特别是以下情况︰
怀疑有严重的健康风险
风险程度存在不确定性 (例如︰化学品不稳定、化学品信息不充分、不受控制的反应)
涉及复杂的化学过程和/或暴露
(例如︰使用需要健康监测的化学品、工厂和设备的净化 - 科学处理室、农业研究喷雾操作)

4.

在类似工作场所或工作区域进行相同工作任务的一般评估
(例如︰在指定储存柜中储存DG6物质、农作物生产时例行施用园艺化学品、在小学科教室的储存区储存
相容化学品）

如果多个工作场所都使用相同的化学品或工序，则可将一般风险评估应用于这些工作场所。在进
行一般评估时，制造商应考虑所评估的工作场所是否在特点、性质、潜在危险和风险方面完全相
同，并应核实该评估对每个工作场所的有效性。其他工作场所的员工刖可按个别情况进行修改。

3.2 制定和评估控制措施
一旦确定风险与其风险评级，团队应当制定合适的控制措施，并监测实施后的有效性。
一般来说，控制措施是通过工程技术操控、工作实践、卫生实践和设施来实行。根据风险级别，团队
应决定是否需要控制程序。一旦实行控制措施，应审核措施的成效，而小组也应监督是否需要任何改
进。
如有必要，供应链合作伙伴可以顾问形式参与评估。因此，需要他们的内部联络点进行交流5。

5

参见 Out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 (OIA) Chemical Management Framework Indicators, S4.F1,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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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进行风险评估的过程
决定由谁执行风险评估

确定工作中
使用的化学品

查找有关
危险化学品的信息

把化学品记录在案

低风险

确定化学品是否有害
高风险
检查工作场所和
评估工人的化学暴露

评估风险并
确定关于风险的结论

实施控制措施

无效

以应对风险评估所需的行动

记录评估结果
并创建风险评估计划

每年检查

有效

检查控制措施

图 3-1 进行风险评估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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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 决定进行风险评估的人员
进行评估的员工(评估人员)应具备足够的知识和技能，以评估使用危险化学品对工人造成的健康风险。
评估员和使用化学品的工作人员应能：
解读安全数据表(SDS)和标签上的信息
观察工作条件和预见潜在问题
有效沟通
将所有信息结合起来，形成关于暴露和风险的有效结论
向所有相关方准确报告调查结果
步骤 2 – 识别工作中使用的化学品
在识别已经使用或打算使用的危险化学品时，必须留意化学品可能以不同状态或形式存在(固体、液
体、气体、蒸汽、灰尘、雾或烟雾)。工作场所使用的化学品可通过以下方式识别：
参考标签、存货表、货单、库存和登记纪录
检查使用或储存化学品的所有场所
考虑辅助工作(例如︰维护和修理、清洁、研究或测试)中使用或产生的所有化学品
步骤 3 - 获取有关危险化学品的信息
应收集关于化学品、接触途径、建议控制措施和其他行动的信息(例如︰容器标签和SDS)，以避免或
尽量减少风险。
如果危害的性质非常严重或化学过程复杂，可能需要从化学品供应商获得更详细的信息。
步骤 4 - 确定化学品是否有害
SDS和化学品容器标签应用于说明每种化学品是否危害物质或危险物品。如制造商不确定该化学品是
否危险化学品，应咨询其化学品供应商。
步骤 5 - 检查工作场所和评估工人暴露
在检查和评估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工序时，应进行工人的化学暴露评估，以确定危险化学品有否被释放
或排放到工作区域。
所有现有的控制措施必须制定妥当，并应考虑任何拟议的控制措施，以尽量减少或消除工人对危险化
学品的暴露。
步骤 6 - 评估风险并确定关于风险的结论
以上步骤的信息将提供确立以下方面的必要资料：
每种危险化学品的危险性质和严重程度
工作场所人员的接触程度
-

现有控制措施是否充分控制暴露

根据已收集的信息，应该可以推论关于使用危险化学品风险的可接受性，并进行协商以决定风险是否
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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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 - 实施控制措施以解决风险管理所需的行动
记录SDS中识别的控制措施。如果评估显示存在健康风险，应采取进一步行动，以实施适当的控制措
施、提供培训和建立应急程序及急救。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两种或更多的控制措施将暴露程度降
低到合理水平。实施控制措施的顺序是：
消除
替换
隔离
工程技术操控
如果风险仍然存在，可采取以下措施：
行政操控
-

个人防护设备(PPE)

步骤 8 - 记录评估并创建风险管理计划
记录风险评估，包括应对风险作出何种决策，亦包括工人如何防止风险和应采用哪些安全措施。风险
评估纪录可以电子方式保存，但必须是易于检索，以供职员、经理、审计员和外部机构在需要时使用。
此外，制造商必须制定风险管理计划。制造商需要定期更新此计划，并确保已包括新加入的化学品。
步骤 9 – 检查控制措施
所有控制暴露的措施须定期彻底检查和测试，以确保成效。如有任何关于身体欠佳的报告，应立即检
查控制措施。包含预防措施的日常保养或维护程序也应建立，并具体规定：
哪些控制措施需要维护
所需的维护和负责人员
维护频率
如何纠正缺陷
性能测试和评估
保养或维护纪录
附录1表3是可供参考的风险评估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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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化学品清单
目的：
本章提供基本指引，以教导识别和记录工作场所化学品的方法。
范围：
本章适用于存储和处理化学品的工作场所，旨在为员工提供制定化学品清单的实用指南。
机构应制定有效的化学品清单，它是机构运营的基础。妥善管理库存里的受管制物料可帮助机构：
─ 遵守复杂和不断转变的环境法规
─ 管理化学品之间的互克性
─
─

减少化学品采购和现场存储
降低运营成本和企业责任

化学品清单可帮助制造商建立数据库，以识别和消除产品里的特定化学品、制造工序所使用的受政府
管制的化学品及受到关注的化学品。制造商可以识别和记录化学品清单中列出的每种化学品的供应商。
因此，制造商可根据数据库来制定自己的合规标准，并与供应商订立协议以监管供应链运作。
识别机构里所有化学品，是有助于对每种化学品进行风险评估及根据其潜在危机进行风险排名。此外，
全面的化学品清单可帮助评估化学危机、个人防护设备(PPE)、库存管理和环境风险，亦可改善制造
商对化学品使用和弃置的管理。往后章节会使用化学品清单以建立更多信息，从而达到更好的化学品
管理。

4.1 现场的化学品清单
化学品清单应清晰记录在工作场所里使用和储存化学品的信息，并应定期更新相关纪录。化学品清单
的作用是识别工作场所中的危险化学品6，以鼓励正确使用和防止污染7。清单内亦可包括化学品库存
量以追踪其使用状态。

6

危险化学品︰对人类或环境造成危害的化学品，和/或导致火灾、爆炸、腐蚀性毒性的物质
(参见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2.4.1, p.2-9)
7
参见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2.1.4,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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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化学品清单

确定所有化学品的位置
（设施平面图）

通过实际演习列出所有化学品的正确位置

否

有所有化学品的
信息?

与化学品供应商沟通

是

在清單上填寫化学品信息

知道
现有的化学品存量
（一个月内）？

是

否

纪录：





每种化学品的实际购买数量
每种化学品的实际接收数量
所有化学品的消耗量
任何化学品遗失

计算化学品存量

在清单上填写化学品存量

定期检查
图 4-1

化学品清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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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化学品清单模板的准备

清单应记录所有于制造产品时使用的化学品，并进行归档及保存其化学名称、用途、相关的化学品供
应商、现有的安全数据表(SDS)和其他适用信息8。有关详情，请参阅附录 1 表 5。

4.1.2

通过实际演习记录化学品信息

要获得化学品清单中的相关信息，可在工作场所进行实际演习。演习期间，员工亦可参与以协助识别
在工作场所里储存和使用的化学品。

4.1.3

化学品使用纪录（化学存量）

使用纪录需清晰，以便追踪生产工序和非生产工序使用化学品的情况，这有助说明材料在体系里的输
入输出情况。

9

步骤：
1. 每月点算每种化学品的存货量
2. 记录每次购买和接收化学品的实际数量
3. 记录包括生产工序和非生产工序的所有化学品消耗
4. 必须记录因事故造成的任何化学品损失
5. 计算化学品输入及输出间的平衡(化学存量)，并通过点算库存量进行交叉检查

4.1.4

化学品清单的定期检查

化学品清单需要定期检查以确保内容是有效和最新，并建议最少每年检查一次。此清单还有助于确定
生产工序中所使用和/或残余在最终制成品中的化学品是否违反了用于识别受关注化学品的公开列表，
而该列表是可按要求提供的10。
除此之外，通过建立化学品清单，可列出生产工序或辅助生产工序中使用的所有化学品，亦可记录重
复使用、已售或丢弃的化学品。清单需每年或因工序变化而更新。11

8

参见 Out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 (OIA) Chemical Management Framework Indicators, S3.F1, S3.F2, S3.F4(p.5)
参见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2.1.4; Out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 (OIA) Chemical
Management Framework Indicators, S3. P2
10
参见 Out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 (OIA) Chemical Management Framework Indicators, S3.P4 (p.11), S4.P1 (p.8)
11
参见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2.1.4.1,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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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化学品储存和处理
目的：
本章提供基本指引，以教导如何识别潜在化学危机及在工作场所安全储存和处理危险化学品。
范围：
本章适用于存储和处理化学品的工作场所，旨在为工作场所的员工提供存储和处理化学品的实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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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所有必需的信息
（例如︰工作流程、楼层平面图等）

定义化学品区域（设施平面图）和
需检查的潜在风险

与操作员进行会议
以制定需检查的项目

获得高级管理层的批准

建立现场检查清单

进行初步现场检查

有
检查后
有否修改清单？

否

安排定期检查计划
（包括检查、风险评估等）

进行现场检查以确定潜在风险

高

高/低风险？

低
实施控制低风险的措施

实施控制高风险的措施

（例如︰标签、工作指导）

（例如︰培训和应急计划）

定期检查
图 5-1 识别风险和实施相关措施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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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开始
5.1.1

安全数据表(SDS)

安全数据表(SDS)12 可用于管理工作场所里化学品使用的安全性。处理每种危险化学品时都应参阅其安
全数据表。安全数据表应当是：
-

免费
在第一次交付之前或每当有任何更新/修订时提供给所有在最近 12 个月内接收化学品的人员
由合资格人员编写
针对该化学品
给归类为危险的化学品设有下列 16 个标题*

-

清楚易懂并附有有日期和页码

*安全数据表的 16 个标题
1.
2.
3.
4.
5.
6.

物质/制剂和公司/企业的标识
危机识别
成分的组成/信息
急救措施
消防措施
意外泄漏措施

7. 处理和储存
8. 接触控制/个人防护
表 5-1 16

9.
10.
11.
12.
13.
14.

物理和化学特性
稳定性和反应性
毒理学信息
生态信息
弃置考虑
运输信息

15. 监管信息
16. 其他信息

安全数据表的标题

如果遗失了 SDS，请联系化学品供应商索取(按照全球统一制度 GHS 标准13需以英语和母语提供)。
制造商应确保化学品的所有 SDS：
与化学品信息一起清晰保存在档案库中
-

12

于所有员工和应急服务部门随时可达的中央位置保存为书面指南14
为所有负责的员工在处理化学品之前提供相应的培训

安全数据表(SDS)：提供有关化学品危机有用信息的文件，包括关于安全处理、使用和储存的建议，以及在发生事故时
应遵守的紧急措施。
13
GHS 标准(Globally Harmonised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ling of Chemicals)︰联合国制定的一套国际认可制度，以分
辨化学品危机、传达健康及安全信息如标签和 SDS。有关 SDS 的准备，请参阅 GHS-Annex 4
14
参见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3.5.2, p.3-5; Out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 (OIA)
Chemical Management Framework Indicators, S3.F4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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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设施平面图

设施平面图15是用于显示有化学品储存和使用的位置，当中以下所有区域需独立标记：
采购和交付区域
产品储存区(化学品储存区、非化学品储存区)
加工区
生产区
废物存储区(化学废物存储区、废水存储区和非化学废物存储区)
其他存有化学品的区域（例如︰实验室、维修区等）

-

每年进行一次审核，必要时需进行实地考察以更新平面图。
一旦设施平面图编制完成，便可用于初步识别工作场所的潜在风险。然后便可由一个可胜任的团队进
行更详细的检查、周期性(至少每年一次）审核和更新风险评估。
附录 1 表 4 为简单的现场检查清单示例。

5.2 现场化学品清单
应建立和更新化学品清单，以提供工作场所存储和使用化学品的详细信息，其目的是识别工作场所里
的危险化学品16，以及鼓励正确使用和防止污染17。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4 章「化学品清单」以及
附录 1 表 5 的示例。

5.3 健康和安全措施
已确定的风险应列入清单，清单可根据要求提供。有关信息请参阅第 3 章「风险评估」以及附录 1 表
3 中的示例。以下表格为一些风险和相应措施的示例。工作场所必须制定相关的健康和安全措施以保
护工人，包括关于化学品使用和储存的书面说明，工作实践中归档的规程，例如︰内务整理和化学品
弃置、个人防护装备处理和化学品标签。
风险评级

风险示例

低

-

缺少信息(例如︰安全 -

化学品使用和储存的说明

-

数据表 SDS)
化学品使用指示不清晰

-

化学品处理和储存的正确标签
培训

-

暴露于化学品中
化学品溢出

-

安全储存和处理化学品的标准操作程序
防范暴露于化学品中的措施
维护和整理
合适的废物收集、处理、储存和弃置
个人防护装备(PPE)
应急方案

高

对应措施的例子

表 5-2 风险示例和相应措施

15
16

17

参见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2.1.2, p.2-1
危险化学品：对人类或环境造成危害的化学品，和/或导致火灾、爆炸、腐蚀性毒性的物质
(参见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2.4.1, p.2-9)
参见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2.1.4,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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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化学品使用书面说明

根据化学品清单，须在使用特定化学品的场所提供恰当的化学品使用书面说明。说明应当用以下形式
提供有关主要操作、化学品和所需数量的信息：
1. 配方卡/纪录
2. 工序调整指示
3. 配方表
可以参考技术数据表或咨询化学品供应商.18

5.3.2

化学品储存说明

根据危险化学品的性质，应在适当的条件下储存化学品。相关的说明和建议可参考安全数据表(SDS)
的第 7 和第 10 部份。
储存化学品时要考虑
1. 受控化学品类型
致癌
诱变
具生殖毒性
易燃化学品
有毒或腐蚀性化学品

2.
3.

发生火灾时排放高毒性烟雾的化学品
与水接触时释放易燃气体的化学品
氧化化学品
爆炸物
不稳定的化学品
压缩气体
化学品的兼容性
储存容器的合适结构、性质和完整性

4.
5.
6.
7.
8.
9.

适当的温度、湿度和通风措施
存储区有足够的安全措施和连接通道
禁止或控制任何潜在的点火源
给储存区的安全位置
工作场所周围的安全运输
充分的预防措施和程序以应付溢出的情况

18

参见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2.1.4.1,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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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化学品安全储存和处理的标准操作步骤

在可靠来源如安全数据表(SDS)第 7 和第 10 部份化学信息的帮助下，应向员工提供处理化学品的最安
全方法19.
标准操作程序(SOP)应当记录工作场所里涉及危险化学品使用的标准操作步骤。相关员工应表明他们
已阅读并理解所有 SOP，并已接受了关于化学品安全使用及弃置的实践培训20。

5.3.4

防止化学暴露措施

为了尽量减低特定化学品造成的风险，应实施控制风险的措施。建议如下：
1.

消除危险化学品

2.

用安全的替代品替换或用危险性较小的化学品替代

3.

使用技术保护措施(*在安装前获得专家意见)
工序在密闭容器中进行，并有通风排放到安全地方
在危险源头局部排气通风(LEV)
隔离罩/安全壳或隔间
工序根据所用化学品的物理化学性质设立预防措施和工序条件21

4.

于相关工作场所实施行政措施
-

-

5.

19
20
21

考虑如何通过修改工序以避免工人的化学暴露
• 通过轮换工作以尽量减低参与任务的员工人数
• 防止不用参与任务的员工进入使用化学品的区域
考虑如何消除/隔离/尽量减低化学危害
• 确保正确储存具有危险特性的化学品
• 为员工提供有关化学品危害和安全使用的培训
• 确保已准备妥当应急程序
• 启动预防性维护程序，以保障工程监控能高效运行

使用个人防护装备(PPE)

参见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3.5.3, p.3-6
参见 Out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 (OIA) Chemical Management Framework Indicators, S5.F3, p.10
参见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3.5.1,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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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和管理措施22

5.3.5

应进行定期维护和管理活动，以防止潜在危害于工作场所发生。
维护和管理活动
保持有条理及整齐妥善的化学品储存
清除灰尘、污垢和有害物质
充分清洁员工设施(每个轮班班次最少有一次清洁)
适当清洁地面和墙壁等表面
清除过道和楼梯的障碍物
清洁机器和设备
-

维持机器和设备在安全和高效的工作状态及有良好维修
弃置废物包括定期收集、评级和归类废料

上列活动可根据已建立的规程进行。现以其中一个活动「如何识别待弃置化学品」作示范如下：
识别待弃置化学品的规程
1.

确定和记录哪些化学容器：
-

未贴标签
条件不佳

-

已过期
非必需的

2.

将符合步骤 1 中任何一个条件的化学品列入弃置候选清单

3.

通过考虑以下因素，确定是否弃置候选清单上的化学品︰
-

4.

如已确定要弃置，应采取以下四个步骤：
I.
II.
III.
IV.

22
23

每年每种化学品的大致使用量
目前的化学品供应的持续时间

建立化学品待弃置清单23，并按被处理的次序排列
确立合资格的专业人员来帮助进行化学品清除和弃置过程
为化学品清除和弃置做准备
确定并采取行动步骤，以尽量减少未来清除化学品的需求(如采购控制和清单管理)

参见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3.5.10, p.3-8
参见 附录 1 表 6
24

5.3.6

废物收集、处理、储存和弃置的措施

生产工序中可能产生废物，其中有些不可直接被排放到空气、水或土壤。这类化学废物应当即场收集，
然后按照相应的规条和法例处置24。请参考 SDS 的第 13 部份以确认化学品处置程序是否适当。如需危
险废物处理承包商，请确保他们持有许可证。
在处理废物时，应确保工序符合当地法规。
以下是香港和中国关于处理化学废物的指南或法律，以供参考︰
香港
化学废物管制计划指南25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6
表 5-3 处理化学废物的指南/法律

如对任何化学品处置程序的安全性有疑问，请联系当地环境保护部门以获得进一步的建议。

5.3.7

车间里的 PPE、洗眼器和淋浴设备

为了确保员工在发生事故或意外时有适当保护，应在工作场所充分准备合适的个人防护设备(PPE)。
SDS 的第 8 部份可用于为每种化学品配对合适的 PPE。
以下是 PPE 的几个主要类别27:
种类

应用

眼/脸部

护眼镜、化学安全护目镜、面罩
建议按照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的 29CFR 1910.133 或欧洲标准 EN166 的
眼部和脸部保护法规进行准备。

皮肤

防护手套以避免皮肤接触
防护鞋(例如︰耐化学性鞋/靴)
避免皮肤接触的防护服(如围裙)

防毒面具

建议遵守 29CFR 1910.134 或欧洲标准 EN149 中的 OSHA 防毒面具规定，并且如有必要，
使用美国职业安全健康研究所(NIOSH)或欧洲标准 EN149 批准的防毒面具。
表 5-4

24
25

26

27

个人防护设备 (PPE)

参见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2.1.4.4, p.2-5
http://www.epd.gov.hk/epd/sites/default/files/epd/english/environmentinhk/waste/guide_ref/files/guide_e.pdf (Eng)
http://www.epd.gov.hk/epd/sites/default/files/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guide_ref/files/guide_c.pdf (Chi)
http://www.npc.gov.cn/englishnpc/Law/2007-12/12/content_1383723.htm (Eng)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2747/info11114.htm (Chi)
参见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3.5.8,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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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化学品储存和处理区域的适当标签28

所有用于化学处理的容器和包装应有：
-

清楚标识相应的化学物质
表明该物质是否危险，以及会否因接触或意外释放而对人体或环境造成危害

正确的标贴信息应参考标签上的危险信息或 SDS 的第 2 和第 3 部分，以了解危害性的概述。制造商
可使用按照当地法规或国际标准的标记、符号、风险短语或危险说明来标准化的标签。以下为可供
参考的标签实践方法︰
于化学品和废物采用标签程序标准
使用不会褪色的标签
-

指定一个团队来处理标签和库存控制
使用标签、条形码或 RFID 来追蹤化学品
检查所有设施区域以确保标签是合规格

有关标签要求的详细信息，请参考以下国家指南或标准：
香港
第 59AB 章《工厂及工业经营(危险物质)规例》29
《化学废物管制计划指南》乙三部份︰包装、标识及存放化学废物30
中国
GB 15258-2009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31
GB 190-2009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 22234-2008 基于 GHS 的化学品标签规范
全球协调制度 (GHS)
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HS)32
表 5-5 标签要求指南/标准

28

参见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3.5.6, p.3-7
参见
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6799165D2FEE3FA94825755E0033E532/ADD6481628567DDC482575EE0034E27D/$FILE/CA
P_59AB_c_b5.pdf
30
参见 www.epd.gov.hk/epd/sites/default/files/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guide_ref/files/guide_c.pdf
31
参见 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77/n14505342/n14506895/n14514379/n14514466.files/n14514465.pdf
32
参见 www.unece.org/trans/danger/publi/ghs/ghs_rev02/02files_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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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以下是香港和中国的化学品标签例子︰

图 5- 2 香港的化学标签规定形式

33

图 5-3 中国简化化学品标签示例（英文）

34

图 5-4 中国简化化学品标签示例（中文）
33

35

参见香港第 59AB 章《工廠及工業經營(危險物質)規例》
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6799165D2FEE3FA94825755E0033E532/ADD6481628567DDC482575EE0034E27D/$FILE/CAP_
59AB_c_b5.pdf
34
参见 GB15258-2009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附录 A2
35
参见 GB15258-2009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附录 A2
27

图 5-5 中国化学品警告标签范例（英文）

36

36

参见 GB15258-2009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附录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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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中国化学品警告标签示例（中文）

37

37

参见 GB15258-2009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附录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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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培训
為员工提供培训，使他們能在处理化学品和事故方面做好应对准备。

制定培训年度计划
（具有所有培训细节，例如︰主题、大纲、
培训员、目标对象、目标完成日期等）

进行培训

通过测验

不合格

随机评估参加者

合格
记录参加者的培训纪录
（例如︰出席名单、照片和培训材料）

负责团队评估培训效果（至少每季度一次）

培训材料有更新？
有
（例如︰培训要求）

没有
图 5-7 培训流程图

30

以下列表是员工应接受培训的活动/项目：
培训内容
操作层面

基础知识：
化学风险
对健康的潜在风险
日常工作安全守则38:
关于化学品安全处理的标准操作程序(SOP)
预防性的环境和职业安全操控
正确运用工程操控
正确使用 PPE(如防止眼睛和皮肤接触的护目镜和面罩;防止皮肤与化
学品接触的防护服)
选择合适的手套及去除手套以避免皮肤与化学品接触
适当的洗手方法
安全清理溢出的正确方法
如何报告危险
在紧急情况下该做什么
法规：
为相关职员提供培训
培训内容应是与制造商列表列明之化学品有关的法例要求39

高级管理层面

品牌/零售商的培训︰
参加品牌/零售商提供的培训
(例如︰受限物质清单(RSL)/关注物质清单(SoCL)的培训)
以便更好地符合化学品要求40
基础知识：
化学风险
对健康的潜在风险
制造商的化学品管理：
-

接受培训以了解在组织中管理化学品时所担当的角色
了解与现有化学品清单、组织改进目标及实施 CMS 所需人力和财政资
源相关的危害和风险的信息41
表 5-6 不同员工的培训内容

为了确保培训的有效性，建议通过小测或适当的学习示范活动来测试培训学员。更重要的是，所有员
工都应充分了解其活动的重要性及其对实现组织化学品管理的贡献42。
与往常一样，应至少每年审核一次培训计划，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要求及根据变动而更新。

38

参见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3.2.3, p.3-2, Out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 (OIA)
Chemical Management Framework Indicators, S5.F3, p.10
39
参见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3.2.2, p.3-2
40
参见 Out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 (OIA) Chemical Management Framework Indicators, S2.F4, p.3
41
参见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3.2.1, p.3-2
42
参见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3.2, 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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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周期性审核条例

制造商应通过定期检索每个法律管辖区(其中制造商有自己的制造流程和/或销售其产品)的适用法规
来审核其化学品存储和处理实践，以辨识有变动或新的要求，从而确保实践的合规性43。
为了紧贴国家和市场法规，建议制定一张法规清单，以便进行至少每年一次的定期审核。
有关详情请参阅附录 1 表 2「规例清单」。

43

参见 Out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 (OIA) Chemical Management Framework Indicators, S1.F1,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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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化学管理应急方案
目的：
本章指出了应急方案的基本要求，以用于识别和响应潜在的和可预见的化学事故。
范围：
本章适用于可能会发生化学意外和紧急情况的制造场所。

6.1 应急方案
最新的书面应急方案应涵盖所有工作场所，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不当储存和处理危险化学品所造成
的任何危险事故的潜在影响。制定应急方案后，须定期审核应急规程，并在实践演习或发生紧急事故
后持续更新。
制定应急计划

初步试验

是

需要修订？

否
获得高级管理层的批准

为工人提供相关设备
（例如︰个人防护装备（PPE）、急救包）
为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应急计划到位

定期审查应急计划

否

有更新？
（例如工作场所）

是

图 6-1 实施应急方案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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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评估工作场所条件
要制定场地特定的应急方案，必须先评估以下元素：
•
•
•
•

2.

工作场所内所执行工作的性质
工作场所内危机的性质
工作场所的大小和位置
工作场所的工人和其他人的数目

确定应急方案中包括的项目
根据工作场所条件，应急方案中的项目应由包括工人、应急服务组织和邻近设施人員的可胜任团
队制定。这有助于确保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44

一般来说，应急方案必须包括以下项目 ︰
A. 应急程序
1. 确保对紧急情况
作出有效反应的信息

•

紧急情况的定义

•

实际参与人数和哪个指定区域需要作出反应

2. 详细的疏散指示和规程

• 负责疏散人员的联系人姓名和信息(应急响应负责人)
• 在工作场所的电话附近张贴有用电话号码
(例如︰应急电话号码、消防部门和内部应急响应负责人)
• 在出入口、靠近电梯和电话及其他显眼处，张贴附有简
单说明的主要和次要逃生路线
• 引领残疾工人和有疾病纪录的人员安全疏散
(应指派应急反应负责人完成这项任务)
• 分配给应急响应负责人的具体职责
(例如︰核实所有工人都已疏散)
• 医疗和援助
• 通知程序，以便尽早提供建议予应急服务组织
• 应急响应人员与工作场所人员之间的沟通程序

3. 维护和管理实践
防止事故发生

44

•
•
•

保持楼梯畅通及没有阻碍疏散的东西
保养应急设备，如应急淋浴间和洗眼站
确保所有急救包：
清楚标示
防水防尘
放置在方便拿取的地方
每月检查并记录一份带有当地语言书面说明的检
查标签，说明如何使用该急救包

参见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3.6,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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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演习
1. 在事故真正发生前
识别问题的演习程序

•

定期消防演习

•
•

针对化学品溢出的定期演习
其他(如适用)

C. 测试计划
1. 确保应急方案有效性

• 定期制定演习时间表
• 测试当前应急方案有效性的标准程序

D. 雇员参与
1. 确保所有相关方
充分了解应急计划

•

确定如何向相关工人提供关于实施应急程序的信息、
演习和指导
表 6-1 应急方案内容

清晰的应急规程文件可采用一页长的项目要点形式。有效方案中的应急程序应是：
所有工人容易找到，并随时提供复印版
在工作场所的标志上清楚显示︰撤离程序、集合区、急救人员和应急看守人的位置、应急服
务组织的联系电话
打印在给工人或到訪者的口袋卡片上
3.

实施应急方案
在实施期间，机构应当：
在化学事故发生时按当地法规向相关部门报告
保养应急设备
记录所有发生的事故、事故原因和所采取的措施

4.

进行应急方案演习
当方案实施良好后，应为所有相关工人提供培训。为确保该方案是最新及由各方在工作场所良好
实践，演习和模拟紧急事故应每年定期进行(至少半年一次)，并应包括所有工人、相关职员、急
救人员及健康和安全官员等的参与。
对于每次演习，应编写和保存摘要记录以供参考(保留时间为 3 年)。请参考附录 1 表 7。

5.

审核应急方案
应按以下要求审核应急方案：
方案制定后 1 年内
不超过 1 年的间隔
取决于在工作场所或附近的任何风险变化
取决于任何更新了的信息
-

当在常规测试中发现任何可能的缺陷时

在每次更新和审核期间，应与应急服务组织一起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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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关于环境的应急计划

应制定应急程序，以预防和减轻紧急事故所引起的重要环境影响，如火灾和化学品溢出。下面是当发
生化学溢出而要控制化学品释放的说明和程序例子︰

危险化学品泄漏的应急程序
1.
2.
3.
4.

确保是使用沙子/锯屑吸收任何溢出的化学品，以控制溢出的区域
穿戴防护服和合适的设备以处理任何化学品溢出情况
清洁完毕后，任何被用作吸收剂(例如︰砂/木屑)的都应当作化学废物处理
在意外报告中记录化学品溢出的情况，以便讨论将来的预防措施
至少每年安排一次化学品溢出演习。

当为特定化学品所造成的风险制定应急程序时，可参考 SDS 的第 6 部份，此部份说明了在意外释放化
学品时应采取的行动。

6.1.2

关于人体健康和安全的应急计划

除了环境问题，制造商应当注意工人的健康和安全风险。
应急工具包
所有工作场所必须配备应急工具包。工具包应摆放在所有工作人员都熟悉的位置，并能够在危急情况
下找到和使用。
以化学溢出为例，化学溢出工具包应能够控制现场有害物质的溢出。在工具包中，应有序的放置吸收
垫、腐蚀性中和剂、手持扫帚、簸箕和其他适合处理可控溢出物的设备，以尽量减少对工人的危害。
安全装置和急救箱
在使用和/或存储危险化学品的场所，应配备眼部清洗和灌注软管的装置，以提供不间断的清洁冲洗
液，从而在暴露于有害物质的情况下冲洗眼睛或身体。实验室人员应每周启动装置一段足够长的时间
以确保其操作正常并可提供干净的冲洗液。
在为特定化学品造成的风险制定应急健康和安全程序时，可参考安全数据表(SDS)的第 4、第 5 和第 6
部份。这些部份分别描述了意外发生时所需的急救措施和具体信息，以应对化学品引起的火灾。
现场急救员
机构应确保现场有足够人数的急救员。建议工作场所内每 25 名工人配备一名急救员。每位急救员的
联系号码应被张贴在工厂的无障碍区域。
所有急救人员均须持有由注册训练机构(例如︰香港圣约翰救伤队)发出的急救证书或认可为相同资
历的急救资格证书，证明他们能够：
1. 提供高质量的急救

-

2. 管理急救资源

-

识别和应对危及生命的常见伤害或疾病，包括心肺复苏的生命
支持(CPR)
救护车、医疗或其他援助到达前，管理伤亡和事故
应用进阶急救程序
管理急救室、材料和设备

3. 偏远/隔离情况下提供急救

-

在偏远或孤立的情况下实行急救，以应对紧急服务的重大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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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符合品牌规定 (进阶)
注意：此部分被视为进阶级别。在实施本章之前，请确保您已经达到第 2 章所提及的国家要求。
目的：
本章的目的是帮助制造商定期了解和监察主要品牌的要求，确保在定义范围内的所有活动以及制成品
的化学危险性符合那些要求。
范围：
基本上，有两种常见的要求：
1. 受限物质清单(RSL)：适用于物料采购、化学品消耗和制成品
2. 生产限用物质清单(MRSL)：适用于化学品采购和消耗
以上要求的目的是要限制纺织及服装供应链里危害物质的使用。品牌RSL为制造商明确规范了受限的
化学品。品牌发布RSL以确保制造商可遵守企业的受限物质要求。

7.1 检察 RSL 和 MRSL
这些清单中有很多种类的受限物质。最重要是检查哪些受限物质适用于您的制造商。有关建议列表，
请参阅附录1表8。此表包括常见物质、潜在用途和适用于您的制造业类型。
7.2 符合 RSL 和 MRSL
在审核RSL和MRSL后，应进行现有化学品清单和RSL / MRSL物质之间的合规检查。如发现有任何受限
物质，制造商应有一个采购程序，以确保所有购买的输入物料符合要求。请参见图7-1，了解如何解
读RSL / MRSL。
RSL是指材料本身，因此采购程序适用于材料供应商和分包商。另一方面，MRSL是指化学品本身，因
此采购程序是指化学品供应商。流程如图7-2所示。
有关供应商和分包商管理的采购程序，请参阅第8章以了解更多。如更新了化学品清单或品牌有新要
求，则应再次执行合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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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Out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 (OIA), Chemical Management Framework, CM 2.0, S2.F2, S2.F3, S2.F4, S2.P2, Pages 3 to 4;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section 2.5.2 and section 2.6, Pages 2-13 to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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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如果在清单中发现任何受限物质，请设立采购程序
确保现有化学品的受限物质浓度不超过限制

步骤 1
将 CAS 编号和物质与现有化学品清单进行比较

图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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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品牌要求

通过与清单比较
确定哪些化学物质
适用于您的业务

合规性检查

有

没有
有不合规情况？

可以使用化学品

供应商和分包商的采购程序

如果清单有品牌的新要求和更新
则为合规

图 7-2 品牌要求合规性检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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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供应商和分包商管理(进阶)

46

注意：此部分被视为进阶级别。在实施本章之前，请确保您已经达到第 2 章提及的国家要求。

8.1 供应商/分包商选择程序和评估
目的：
1. 建立和改善与供应链合作伙伴(特别是供应商和分包商)的合作，制定相互的期望和承诺，以防止
在生产中购买或使用任何危险化学品。
2. 建立正式的审核流程，评估供应链合作伙伴的化学品管理表现，以持续改进。
范围：
它适用于制造商的供应商和分包商(如有)的管理。

8.1.1 供应商/分包商选择程序

现有的
认可名单

新/现有供应商

材料/化学品供应商

新
评估

满意
结果

不满意
现场检查

评级
不满意
拒绝

图 8-1 新供应商选择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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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Out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 (OIA), Chemical Management Framework, CM 2.0, S4 A2, Pages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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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准备工作
建立自己的化学品清单
化学品清单可以帮助制造商建立数据库，以识别和消除产品里和生产过程所使用的受政府管制或受到
关注的化学品。制造商可识别和记录化学品清单中列出的每种化学品的供应商/分包商。因此制造商
可基于数据库制定自己的合规标准，并与供应商/分包制定计一个协议来监督他们的供应链。

8.1.3 识别参与检查过程的部门代表
应确定一个或一组代表参与制定和实施供应商挑选政策和审核挑选过程的标准。该代表必须具备必要
的技能和权限，以监督预算问题和批准各部门的采购，并能了解化学品相关议题。
代表应包括来自研发、采购、营销、质量保证和组织内任何接触供应商/分包商挑择流程的成员。

8.1.4 采购评估
新供应商/分包商的自我评估
对于新供应商/分包商，制造商应进行评估以衡量新供应商/分包商的化学品管理表现。制造商可在采
购前要求新供应商/分包商填写包括法规要求和消除危险化学品的自我评价表。这些自我评价表可用
于识别化学品管理表现的差距，以及了解供应商/分包商如何评估自己的操作情况。有关如何了解法
规要求和危险化学品，请参见第2、第5和第7章。对供应商或分包商的额外法规要求，请参考第8.2章。
根据收回的自我评价表，制造商可以降低供应商/分包商不履行责任的可能性，并确保供应商/分包商
在业务关系中是一个负责任和有回应的合作伙伴。

供应商评级
制造商应按照相关要求审核供应商/分包商，并根据其化学品管理表现进行评级。制造商可评级供应
商/分包商履行合规承诺的有效性。制造商亦可评估其化学品管理，如管理承诺、管理体系的质量、
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沟通、培训及合规活动的检测和报告。根据结果，供应商/分包商被评估并分为
三类：
1.

表现最差的供应商/分包商 包括那些不能满足基本合规性要求的供应商/分包商。制造商应拒绝与
他们维持商业关系。

2.

通过改进可接受的供应商/分包商 包括可以满足部份法规合规性要求的供应商/分包商。制造商可
以进行工厂检查，评估风险和确定不合规的根本原因，以帮助供应商/分包商解决问题。制造商
可要求他们提交纠正计划以实现合作要求，并再次进行审核以评估其表现。对于有完善改进的供
应商/分包商，可将其添加到供应商/分包商名单供以后考虑。

3.

优先供应商/分包商 包括具有符合法规和品牌RSL/MRSL的内部合规政策及实践的供应商/分包商。
这些供应商/分包商有资格被纳入供应商名单及成为业务伙伴。
种类

表现最差的供应商/分包商
通过改进可接受的供应商/分包商
优先供应商/分包商
表 8-1,

决定
拒绝
需要提交改进计划
如果表现良好，可将供应商/分包商列入供应商名单
接纳
供应商/分包商的性能评级

所有被接纳的供应商/分包商都被列入认可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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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选择供应商/分包商作为服务供应商的标准
图 8-2

选择供应商作为产品/服务提供商的流程图

选择一家

认可名单

或多家公司

否
拒绝

合理价格

是

否

符合法规/
RSL 及 MRSL

最近评估
1 年

包括改进计划的

是

是/否

否

再次进行评估

满意表现

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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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成本的方法
要从供应商名单中选择一个或多个供应商/分包商，价格总是优先考虑的因素。制造商可以使用基于
成本的方法来比较提供类似产品/服务的供应商/分包商，然后以合理的价格筛选供应商/分包商以进一
步选择。
然而，最低的价格并不总是最好的性价比。如果制造商对供应商/分包商的可靠性和质量有期望，制
造商必须在成本、可靠性、质量和服务之间取得平衡。

确认合规性
制造商应要求首选供应商/分包商验证所有用于使其产品符合生产和销售之法律管辖区的合规性要求
的化学品。此外，他们的运营须遵守相应的地方、州和国家法规以及合同义务。建议由供应商/分包
商准备并签署声明信，以备记录。此程序适用于现有供应商/分包商。有关新供应商/分包商，请参阅
第8.1.4章。关于供应商和分包商的额外法规要求，请参见第8.2章。
首选化学品供应商应提供当地语言的SDS（有关SDS详情，请参阅第5.1.1章）

确认品牌的RSL/MRSL
制造商应收集和审核那些适用于其业务或产品的品牌要求。有关此部分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7章。
然后，制造商应通知其供应商/分包商这些要求，并检查其是否符合。制造商可进行实验室检测以确
定其产品中是否有危险化学品，或要求其供应商/分包商提供产品的测试报告以进行验证。
供应商/分包商应提供其业务流程的书面文件，以确保其符合品牌的RSL / MRSL。供应商/分包商还应能
出示由于RSL / MRSL不合规而采取的纠正措施。供应商/分包商可与制造商合作，识别和管理在受管制
化学品清单上而又用于生产制成品的化学品。此程序适用于现有供应商/分包商。有关新供应商/分包
商，请参阅第8.1.4章。

供应商的每年评估
制造商必须定期检查其供应商/分包商关于健康和安全绩效及所有合规性的要求，以确保其产品或服
务始终符合制造商要求。制造商亦可进行随机现场视察的年度评估，以检测现有供应商/分包商的表
现。如供应商/分包商有不合规的生产部分，制造商应要求供应商/分包商提供纠正计划以作改善。
有关健康和安全计划，请参阅第5章。建议制造商先实施健康和安全计划，才要求供应商/分包商跟随
其计划。
供应商/分包商应提交以下文件予制造商，以作更新︰
1. 产品条款列表
2. 关于供应商/分包商运营的条款列表
3. 符合法规/品牌要求的自我评估表
4. 纠正行动计划
5. SDS (安全数据表)
6. 产品测试报告(如有)
制造商应向满足所有要求的供应商/分包商采购产品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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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符合法规
8.2.1

处理和储存

对制造商的要求也适用于供应商和分包商，详情请参阅第 5 章。

8.2.2

运输

公路和铁路运输化学品是受法律管制的，这意味着制造商在使用运输公司运载危险化学品时负有相关
的法律责任。以下是专门针对运输商的要求。如果制造商不是直接与运输商接洽，建议与接洽运输商
的代理讨论以下要求︰
8.2.2.1

运输要求

集装箱和液罐
用于化学品散货运输的集装箱和液罐必须按照国际可接受的标准设计、制造和测试。液罐必须经过获
批准的第三方检验机构认证满足规定的标准，才能用于道路运输。
集装箱、液罐和车辆必须贴有适当的危险警告标牌。
用于运输有害物质的液罐和集装箱必须符合设计、制造和测试的认可标准。液罐或集装箱的设计必须
经过检查，并由经批准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对其结构进行检查。当第三方检验机构确信液罐或集装箱符
合批准的标准，将发出初步检验证书。根据批准的标准，液罐和集装箱必须进行定期检查。
每种类别的有害物质都有标签，并应贴在包装和车辆上。载有危险物质的集装箱、液罐和车辆应配备
应急信息面板。以下是危险警告面板应包含的应急信息：






适当的类别卷标和次级风险卷标(如有)
该物质的正确学术名称
该物质的 UN / CAS 编号
危险化学品编号
公司名称和联系电话以及紧急服务部门

运输车辆需显示菱形标牌以标明运输材料的危险类别。
8.2.2.2

香港有毒化学品管制的立法

根据香港法例第295章《危险品条例》，如任何第2类（液化石油气以外）及/或第5类危险品的运输是超
过机动推进车辆在陆路运送的豁免量，须有由消防处处长发出的危险品车辆牌照。任何混合不同类别
危险货物的运输是不允许的。
除非另有规定，所有危险品牌照由签发日期起12个月内有效。牌照续期申请应在有效期内向相关机关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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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3

中国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立法47

根据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91号《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第五章「运输安
全」，从事危险化学品道路或水路运输的企业，应当按照法规的规定取得危险货物运输许可，向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并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运输企业的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申
报人员和集装箱装箱现场检查员应当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从业资格。
8.2.2.4

运输危急方案

尽管采取了控制和预防措施，不能排除在运输过程中有溢出和意外释放有害物质的可能性。通过制定
完善的应急方案和适当的培训，可以有效地控制这些释放，并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和对
公众健康和安全的危害。
作为颁发许可证和运输批准的条件，公司必须制定应急响应计划。
计划必须全面，并应包含以下关键要素：





通知程序(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控制和消除泄漏的应急程序(司机/地面人员应采取的行动、公司获通知后所采取的行动)
车辆和基地所配备的应急设备，如个人防护设备、吸收剂、中和溶液和救助桶
所运输危险物质的物料安全数据表(MSDS)

8.2.2.5

分包标准

选择运输公司作为运输服务的分包商时，应确保分包商能遵守所有相关的国家和国际法规。对于化学
品运输作业，需特别注意分包商在以下领域的合规情况：
1.
2.
3.
4.
5.

分包商应有所需的经营许可证
驾驶员应持有有关货物的有效许可证和证书
公司及其司机应遵守停车和路线的相关规定，例如： 国家路线和隧道条例、危险品停车限制等
在库房到库房环节中应当持有支持该行动的所有相关运输和海关文件，并应予以高度重视和关注
例如︰CMR、铁路条例草案、危险品声明、提单、报关文件等
分包商应记录关于应急响应的安排，包括使用的应急电话号码和有害物质运输的应急方案

6.

负责运输危险物品的驾驶员应具有效训练证书，并应给予他们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

在分包过程，不合规和事故报告是十分重要。分包商应及时向制造商报告：运输和装卸过程中的任何
设备损坏或不正常情况、不安全情况、事故和意外、货物损坏或差异。
为了跟进分包商的表现，应定期召开制造商和分包商之间的会议，交流意见并商定行动计划，以改善
合作和表现。制造商应获准自行在现场对技术和要求方面进行审核，或由任何其他第三方授权。

47

中国《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五章, 14 至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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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品牌 RSL/MRSL 要求
有关如何理解品牌要求，请参考第7章。
如需要符合品牌要求的采购程序，可参见第7.2章。RSL/MRSL的分析清单例子在附录1表8。
8.3.1 供应链采购程序(RSL)
有关品牌RSL要求和程序的详细信息，制造商可以直接询问品牌。制造商须为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是否
满足品牌RSL要求而负责。
建议把以下内容列入监督采购的程序：
A. 意识到品牌的具体 RSL 限制，并确保已有最新的版本
B.
C.

D.
E.

使用和鼓励使用知名供应商的染料、颜料和纺织助剂
对于现有的供应商/分包商，如在其产品内发现受限物质，须要求他们提供测试报告以证明配方
或产品符合要求。如他们未能提供测试报告或有不符合要求的情况，建议制造商自行检测制成品
或寻求化学品替代。检测样品应通过装运或生产订单选取。同时，也应测试废水以作交叉检查。
如检测结果显示用量超出限制，则不能使用该化学品，并应建立一个时间框架来逐步淘汰化学品
及与品牌沟通。
须每年或 RSL 有更新时记录和审核整个过程

8.3.2 供应链采购程序(MRSL)
有关品牌MRSL要求和程序的信息，制造商可以直接询问品牌。制造商有责任确保供应商提供的化学
品符合品牌MRSL要求。
建议将以下内容列为监督供应链的程序：
A.
B.
C.

了解该品牌的特定 MRSL 限制，并确保已有最新的版本
鼓励只使用信誉良好的供应商的染料、颜料和纺织助剂
对于现有化学品供应商，如果发现其供应品有受限物质，须要求他们提供测试报告以证明配方符
合要求。如化学品供应商未能提供测试报告，工厂应自行检测化学品或寻求代替化学品。

D.

如检测结果显示用量超出限制，则不能使用该化学品，并应建立一个时间框架来逐步淘汰化学品
及与品牌沟通。
须每年或 MRSL 有更新时记录和审核整个过程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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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实验室 RSL 测试

在服装供应链中，某些类型的纤维和物料更有可能含有受限物质。许多品牌会在装运前要求对产品进
行检测，以确保其装运不含有不符合其RSL/MRSL的受限化学品。
此外，很多品牌都有具体的检测要求。如品牌没有检测要求，建议制造商开发自己的检测程序，并鼓
励通过检测程序去验证供应商是否符合RSL要求。
认可的实验室
品牌一般都有自己的认可实验室名单。因此，样品只能被送到该品牌认可的实验室进行检验。如品牌
没有认可实验室名单，挑选实验室作产品检测时便要注意以下事项：

考虑因素

是

实验室是否持有相关证书或认证？来自哪里？
实验室是否遵守 GLP（良好实验室规范）或 ISO 17025 指引？
实验室是否有质量政策声明或其他证明一般质量程序的文件？
最近一次外部审核的日期和结果是什么？有否提供报告？
该实验室是否属于任何私人质量保证组织？
实验室是否定期参与任何循环或盲测样品测试？
实验室有否开放以便现场视察或审核？
有否书写及包含内部协议在手册内？它们可用吗？
实验室曾否被拒绝或失去认证？
是否有关键科学家名单，包括其学位及证书等？
有否提供主要的现场分析设备列表？
有否可用的实验室例行执行的参考方法列表？
是否提供样品处理和制备功能的列表？
每月或每年大约进行多少分析？
实验室多少百分比的分析是被转包给第三方？
报告有哪些语言？
人工还是电脑处理数据？
实验室是否有信息管理系统来监测实验室？
表 8-2, 选择实验室进行测试的清单

检测和报告结果
为了检测产品，制造商应识别及向由品牌挑选的检测实验室传达其需求、制定制造商对制成品里受限
物质进行检测的频率及根据品牌的要求和方法确定要测试的化学品。
产品和其组成部份的化学检测是优先于上游材料的测试。任何检测应优先考虑构成最高风险的组成部
份。为了确认产品符合品牌RSL/MRSL，可以为品牌提供产品的测试报告，以声明产品符合品牌
RSL/MR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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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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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化学品管理政策示例

(公司名称)

化学品管理政策

为了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我公司承诺︰
1.
2.
3.
4.

符合国家化学品规定和品牌要求
减少与化学品使用有关的负面影响
向使用化学品的工作人员提供培训
持续检查整个化学品管理系统的有效性

该政策适用于在风险评估中定义的所有化学品相关工序

高级管理层︰
职位︰
日期︰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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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法规总结
Description

Link

China 中國
Regulations on the Safe Management of Hazardous Chemicals in China - English:
Decree 591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China in 2011
http://www.cirs-reach.com/China_Chemical_Regulation/Regulations_on_safe_manage
中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 国务院令第 591 号
ment_on_hazardous_chemicals_China_2011.pdf
Chinese:
http://www.gov.cn/flfg/2011-03/11/content_1822902.htm
Chapter 1: General Provisions
第一章 : 總則
Chapter 2: Safety Management of Manufacture and Storage
第二章 : 生產、儲存安全
Chapter 3: Safety Management of Use
第三章 : 使用安全
Chapter 4: Safety Management of Operation and Marketing
第四章 : 經營安全
Chapter 5: Safety Management of Transportation
第五章 : 運輸安全
Chapter 6: Registration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Emergency Response
第六章 : 危險化學品登記與事故應急救援
Chapter 7: Legal Liabilities
第七章 : 法律責任
Chapter 8: Supplementary Provisions
第八章 :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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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香港

Legislation for Control of Hazardous Chemicals (Cap. 595)
《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第５９５章）

http://www.epd.gov.hk/epd/english/laws_regulations/envir_legislation/leg_chc.html

Hazardous Chemicals Control Ordinance
English:
Control, through a permit system, the import, export, manufacture and use of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6799165D2FEE3FA94825755E0033E532/D
non-pesticide hazardous chemicals that have potentially harmful or adverse B88C67DA1DBC710482575EF00205A4D/$FILE/CAP_595_e_b5.pdf
effects on human health or the environment.
Chinese: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CurAllChinDoc/52D990C927D9192148257
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
5EF00205180/$FILE/CAP_595_c_b5.pdf
通過許可證的制度，規管進口、出口、製造和使用可能對人類健康或環
境有潛在危害或不良影響的非除害劑有毒化學品。
Hazardous Chemicals Control (General) Regulation
English:
Set out the requirements relating to permit applications made under the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6799165D2FEE3FA94825755E0033E532/D
Ordinance.
6CAB5828B0333AB482575EF00206564/$FILE/CAP_595A_e_b5.pdf
Chinese:
有毒化學品管制(一般)規例
訂明根據本條例提出申請須符合的要求。

http://www-legis.3dns.info.gov.hk/blis_pdf.nsf/CurAllChinDoc/469FEFD9BC00EBB14
82575EE006F1506/$FILE/CAP_354C_c_b5.pdf

Hazardous Chemicals Control (Fee) Regulation
English:
Prescribe the application fees that are payable for applications made under the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4f0db701c6c25d4a4825755c00352e35/C43E
Ordinance.
BC86D6F822F3482575EF00206D7F/$FILE/CAP_595B_e_b5.pdf
Chinese:
有毒化學品管制(費用)規例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4166a7b64e6c796d4825755c00352e37/739
訂明根據本條例提出申請應繳付的費用。

D975BC6025932482575EE006F47F5/$FILE/CAP_354J_c_b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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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香港

Legislation for the Management of Wastes
管理廢物的法例
Waste Disposal (Chemical Waste) (General) Regulation 1992
English:
Provides for control of all aspects of chemical waste disposal, including storage,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6799165D2FEE3FA94825755E0033E532/8
collection, transport, treatment and final disposal.
97C4EC786B2EA10482575EE006F1BEA/$FILE/CAP_354C_e_b5.pdf
Chinese:
1992 年《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例》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01790b2805f0cb5c4825755c00352e34/6363
管制所有化學廢物的處置，包括儲存、收集、運送、處理及最終棄置。C22A75B553F6482575EE005A6DCA/$FILE/CAP_295_c_b5.pdf
Waste Disposal (Charges for Disposal of Chemical Waste) Regulation 1995
English:
Requires payment of charges for disposal of chemical waste at the Chemical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4f0db701c6c25d4a4825755c00352e35/7A6F
Waste Treatment Centre thus creating an economic incentive towards waste A284EB2FC296482575EE006F4AFC/$FILE/CAP_354J_e_b5.pdf
minimisation.
Chinese: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4166a7b64e6c796d4825755c00352e37/739
1995 年《廢物處置（化學廢物處置的收費）規例》
D975BC6025932482575EE006F47F5/$FILE/CAP_354J_c_b5.pdf
規定凡利用化學廢物處理中心處置化學廢物均須繳費，藉此利用經濟負
擔因素誘導市民減少廢物。
Dangerous Goods Ordinance (Cap.295) 1956
English:
Defines dangerous goods by category. Provides for control on storage and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4f0db701c6c25d4a4825755c00352e35/865F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4F6D06D44941482575EE005A718B/$FILE/CAP_295_e_b5.pdf
Chinese:
1956 年《危險品條例》（香港法例第 295 章）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01790b2805f0cb5c4825755c00352e34/6363
界定危險品的類別，管制危險品的儲存和運送。

C22A75B553F6482575EE005A6DCA/$FILE/CAP_295_c_b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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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香港

Controlled Chemicals
受管制化學品
Control of Chemicals Ordinance (Chapter 145)
English:
To fulfil an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6799165D2FEE3FA94825755E0033E532/2
Against Illicit Traffic in Narcotic Drugs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 1988", FCE00CE7347F747482575EE0044BEC1/$FILE/CAP_145_e_b5.pdf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exercises Chinese:
control on 27 chemicals which can be used for the manufacture of dangerous http://www.legislation.gov.hk/blis_pdf.nsf/6799165D2FEE3FA94825755E0033E532/5
drugs or psychotropic substances. The Customs and Excise Department is 66F5F93649CBFCB482575EE0044B965/$FILE/CAP_145_c_b5.pdf
responsible for the enforcement of this Ordinance.
Link:
http://www.customs.gov.hk/tc/trade_facilitation/chemicals/index.html
香港法例第 145 章《化學品管制條例》
為履行「1988 年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規定
的國際義務，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對 27 種可以用於製造危險藥物或精
神藥物的化學品實施管制。香港海關則負責執行這條條例。

53

Europe 歐洲
REACH -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s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 https://www.tid.gov.hk/english/trade_relations/eu_reach.html
substances
REACH is a European Community Regulation on chemicals and their safe use.
It deals with the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s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 substances.
Hong Kong suppliers of chemicals or suppliers of articles containing substances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Regulation, whether as manufacturers or
exporters, may be required to provide information to assist their EU importers in
the preparation of registration, authorisation or notification. The information
may include the use of substance and chemical safety report.
化 學 品 註 冊 、 評 估 、 授 權 和 限 制 法 規 （ REACH 法
規 ）
REACH 法 規 是 歐 洲 共 同 體 有 關 化 學 物 品 及 其 安 全
用 途 的 規 例 ，旨 在 規 管 化 學 物 質 的 註 冊 、 評 估 、 授
權 和 限 制 等 事 宜 。
香 港 的 化 學 品 供 應 商 或 含 有 有 關 物 質 的 物 品 供
應 商 須 受 該 規 例 條 文 限 制 ，因 此 無 論 製 造 商 或 出
口 商 可 能 須 提 供 資 料 ，以 協 助 其 歐 盟 進 口 商 就 註
冊 、 授 權 或 通 報 事 宜 作 準 備 。有 關 資 料 可 能 包 括
物 質 用 途 和 化 學 安 全 報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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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风险评估模板
活动

相关人员

例如︰
从散装罐中倒出
NaOH 溶液

评估:
签名:

风险

车间中的员工 导致皮肤和眼睛
#2

灼伤

风险评级

个人防护设备 (PPE)

极高

面具、手套

采取的措施

1. 消除倾倒动作
2. 重新建构工序

措施日期

执行者

立即

管理层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评估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此模板仅用于说明目的。进行化学风险评估的合资格人员可修改此模板，以切合工作活动。

参考:
1. ZDHC 2015 CHEMICAL MANAGEMENT SYSTEM GUIDANCE MANUAL -Appendix D
2. Out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 (OIA) Chemical Management Framework Indicators, S4.F1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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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现场检查表
检查项目

是 / 否 / 不适用

检查是否有足够的现有化学品信息（例如︰种类、数量、状况和存储位置）

注释：
检查有否足够关于现有危险废物的信息（例如︰种类、数量、状况和存储位置）

注释：
检查化学品存储区域是否处于良好状态

注释：
检查设备和环境控制(如通风系统)是否处于良好状态

注释：
检查存储区域的化学品清单是否存在、这些清单的状态以及维护它们的人员

注释：
检查是否有适当的个人防护设备(PPE)，并确保这些 PPE 有足够的信息（例如︰位置、条件和数量）

注释：
检查应急用品和设备（如灭火器、消防主机）的位置、状况、数量和适用性，
是否对应所储存的化学品数量和类型

注释：
确保有一个有效的化学应急反应系统。

注释：
检查是否有完整的安全数据表(SDS)，并且可在使用化学品的每个位置随时找到

注释：
确保指派可胜任的人员分别主管不同位置

注释：

位置:

检查人员：
(姓名)
(职务)
签名:

检查日期:

* 此模板仅用于说明目的。用户可修改此表格以切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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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化学品清单模板

位置

产品名称

例如︰染色车间

苛性钠

化学品名称

氢氧化钠

化学品

类目订单编号/

供应商

供应商订单编号

ABC 公司

不适用

CAS 编号

1310-73-2

此区域的负责人员: （姓名）

（职称）

执行人: （姓名）

（职称）

数量单位

KG

SDS
(是/否)

是

功能用途

染色工序

危险分类

种类 8
腐蚀性

R 阶段

不适用

货架
存放期

7-2017

11 ZDHC
优先化学品
分类
不适用

厂内/ZDHC

在品牌 RSL 中

每月

每月

MRSL (是/否)

(是/否)

采购记录

消耗记录

否

否

1000kg

900kg

每月
化学品损失

库存量

（如有）
50kg

50kg

签名:
执行日期:
检查人: （姓名）

（职称）

签名:
审核日期:

* 此模板仅用于说明目的。用户可修改此表单以切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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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废弃清单模板

储存日期

化学品名称

CAS 编号

浓度

过期日

数量 / 容器尺寸

容器类型

数量(估计)

储存地点

示例： 4/2/2008

1-丙醇

71-23-8

100%

N/A

2 x 500

Poly

750 mL

房间 202
易燃柜

示例：6/5/2008

铝

7429-90-5

100%

N/A

500 g

Glass

200 g

MA 房间 110
储存

编写人: （姓名）_______________

（职称）______________

签名: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 此模板仅用于说明目的。用户可修改此表单以切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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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演习记录
演习信息
紧急演习日期
□ 火灾
紧急演习类型

□ 化学品溅出
□ 设备故障
□ 其它 (请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部门
开始时间
完結时间
参加者数量
出席率

参加者名单
名称

编写人: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称

签名

（职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模板仅用于说明目的。用户可以修改此表单以切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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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RSL 和 MRSL 的参考信息
物质

可能用途

适用于供应链
纺纱厂

AP 及 APEOs

除垢剂、洗涤剂、纺丝油、润湿剂、软化剂、用于染
料和印花的乳化剂/分散剂、浸渍剂、用于蚕丝生产的
脱胶、染料和颜料制剂、聚酯填料和羽绒/羽毛填料

氯苯和氯甲苯

可用作聚酯或羊毛/聚酯纤维染色工序的载体，
亦可用作溶剂。

氯酚

可用作防腐剂或农药。
过去用于防止储存/运输时的霉菌、生皮和皮革。

-

可降解形成可裂解胺的偶氮染料是受到限制的

染料 - 海军蓝色染料

受限制的染料

染料 - 致癌或同等问
题

受限制的染料

染料 - 分散（敏化）

针织厂

湿法加工厂

成衣厂

-

-

V

V

-

-

V

-

V

V

V

V

(如没有应用 (如没有应用 (如没有应用 (如没有应用

V

偶氮染料
(形成限制性胺)

织造厂

防霉菌物质 防霉菌物质 防霉菌物质 防霉菌物质
于制成品，

于制成品，

于制成品，

于制成品，

则不适用)

则不适用)

则不适用)

则不适用)

-

-

-

V

-

-

-

-

V

-

-

-

-

V

-

一些分散染料被怀疑引起过敏反应而受到限制

-

-

-

V

-

阻燃剂

阻止纺织品着火

-

-

-

V

V

乙二醇

包括作为用于整理/清洁的溶剂、印刷剂、溶解和稀释
脂肪、油和粘合剂（例如︰在脱脂或清洁操作中）的
广泛应用

-

-

-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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卤化溶剂

包括作为用于整理/清洁的溶剂、印刷剂、溶解、稀释
脂肪、油和粘合剂（例如︰在脱脂或清洁操作中）的

-

-

-

V

V

广泛应用
有机锡化合物

生物杀灭剂，与塑料/橡胶、油墨、涂料、金属闪光剂、
聚氨酯产品及传热材料相关。

-

-

-

V

V

多环芳烃（PAHs）

多环芳烃通常存在于鞋类的外底和丝网印刷的印花
浆料中

-

-

-

V

-

全氟化和多氟化物

基于长链技术的耐用水、油和污渍排斥剂及去污整理

（PFCs）

剂（氟化聚合物）已被禁制(http://www.oecd.org/ehs/pfc/)

-

-

-

V

V

邻苯二甲酸酯 - 包括
邻苯二甲酸的所有其他
酯

邻苯二甲酸酯可存在于：

-

-

-

V

V

• 柔性塑料部件（例如 PVC）
• 打印涂料
• 黏合剂
• 塑料纽扣
• 塑料衣袖
• 聚合物涂层

总重金属（砷）

棉花的防腐、杀虫剂和脱叶剂，亦与合成纤维、油漆、
油墨修剪及塑料相关

v

-

-

V

V

总重金属（镉）

颜料、PVC 塑料和肥料、杀菌剂和涂料的稳定剂
（拉链或按钮的油漆）

v

-

-

V

V

总重金属（水银）

农药、氢氧化钠污染。可用于油漆（拉链或钮扣）

v

-

-

V

V

总重金属（铅）

塑胶、涂料、油墨、颜料和表层涂层

-

-

-

V

V

总重金属（铬）

皮革鞣制、羊毛染色

-

-

-

V

-

VOC

溶剂型聚氨酯涂层和胶/粘合剂
设施清洁或现场清洁

V

V

V

V

V

61

附录 2
词汇表

62

词汇表

缩写

说明
最终产品的发起人和任何相关标签/商标的所有者。“品
牌”包括零售商的私人标签/私人品牌产品。具有私人标

品牌

签/私人品牌产品的零售商应使用品牌指标来评估其业
务部分。

化学品摘要（CAS）注册号

CAS

化学品名称
危险物质

分配给每种化学品的唯一标识号
识别适当的化学品名称。

DG

危险物品是指因其物理、化学（物理化学）或急性毒性，
对人、财产或环境造成直接危害的物质、混合物或物品
GHS 是由联合国创建的一个系统，用于根据危险类型和
协调的危害通报要素（包括标签和安全数据表）以解决

全球化学品分类和标签协调制度

GHS

化学品分类。旨在为在国家、区域和全球统一关于化学
品的规则和条例提供基础，这也是贸易便利化的一个重
要因素。
危险分类提供有关化学品不良反应和安全储存的信息。

危险编号

化学材料通常是按照运输中所构成最高危险程度的特性
而归类
具有对人类或环境造成伤害的能力，和/或导致火灾、爆

危险化学品

炸或腐蚀性毒性损坏的化学品
通过涉及原材料、组件或组件的工序制造产品的机构，

制造商

一般是有不同的操作分配给不同的工人。
通常与生产者互换使用。

生产限用物质清单

MRSL

禁止在生产中有意使用的物质的清单
美国劳工部的一部分，通过制定和执行标准以及提供培

职业安全与健康局

OSHA

训、外联、教育和援助，保障工作男女的安全和健康工
作环境。

户外工业协会

OIA

户外娱乐产业的领先贸易协会，服务 1200 多家制造商、
分销商、供应商、销售代表和零售商
危险品（a）预先包装; 或（b）直接包含在指定容器内而

包装形式

没有任何形式的中间容器。
佩戴的设备，以尽量减少面对工作场所的严重伤害和疾

个人防护设备

PPE

病，包括手套、安全眼镜和鞋子、耳塞或毛茸、安全帽、
防毒面具、工作服、背心和全身套装等物品

产品名称（参见第 4 章化学品清单）

确定化学品的通用名称
由企业、贸易团体或其他组织所建立的要积极管理和通

受限物质清单

RSL

知的化学品的清单。RSL 可能含有用于控制使用、以消
除/替代为目标或可能被完全禁止或受到监管的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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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危险化学品的文件，提供该化学品的有用信息，包
安全数据表

SDS

括化学品的危害性、安全处理、使用和储存建议及在发
生事故时应采取的应急措施
供应链中为制造商提供类似支持服务的任何行为者。这

分包商

可能是由于能力所限或缺乏某些过程。例如，服装制造
商可以分包给另一个服装制造商。

物质名称

如果化学品是混合物，列出所有物质名称

（参见第 4 章化学品清单）

供应链中为品牌和/或零售商提供中间和/或最终产品和/
或支持服务的任何行为人。这包括：化学品、材料、装
配和成品供应商。例如，在服装情况下，这将包括服装

供应商

制造商（裁剪和缝纫操作）、织物制造（织物形成、漂
白、染色、印刷、洗涤、整理）、纤维/织物供应商和配
件供应商。
是为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一部份，在美

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

NIOSH

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和美国联邦机构负责研究和建议与
伤害和疾病相关的预防工作。

危险化学品零排放
R 阶段

ZDHC

一批服装和鞋类品牌和零售商签署，以引领行业在 2020
年前实现危险化学品的零排放
风险阶段的简称
定义在欧盟指令 67/548 / EEC 的附件 III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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