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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缩略词语 

化妆品生产许可信息管理系统简称“本系统”。 

1.2 系统概述 

为规范化妆品生产许可管理工作，加强化妆品生产的监督，根据《化妆品

卫生监督条例》及《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从事化妆品生产的企业，应当依照规定申请化妆品生产许可，取得

《化妆品生产许可证》。 

本系统主要实现化妆品生产许可申请、接收、受理、材料审核、许可建

议、许可决定、制证、送达等功能。 

1.3 文档描述 

本手册主要介绍各个通用功能模块及相关操作，帮助企业用户使用本系

统。 

2 系统环境要求 
      网络环境：企业自备。 

     操作系统：建议微软 windows7 及以上版本。 

     浏览器：推荐使用谷歌浏览器或者火狐浏览器。 

     电脑分辨率：1024*768 以上。 

3 访问方法 
打开浏览器输入 http://scxk.nmpa.gov.cn:81/xk/login.jsp，系统首页

界面如下： 

http://scxk.nmpa.gov.cn:81/xk/logi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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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账号注册 
企业使用本系统，首先要进行帐号注册，填写注册基本信息，包括： 

     1、组织机构代码（若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填写第 9 位至 17位） 

     2、企业名称（与营业执照中信息一致） 

     3、企业住所（与营业执照中信息一致） 

     4、生产地址（化妆品实际生产地址） 

5、所在地区 

     6、法定代表人（与营业执照中信息一致） 

7、联系人 

   8、联系电话 

     9、固定电话 

     10、电子邮箱（设置密码时使用） 

     11、公司简介（内容可包括成立时间，主要产品、品牌，公司规模、产

能等信息，最少 50字） 

    同时需要将工商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带公章的申请证明文件 3

个附件扫描后以附件方式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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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填写企业基本信息 
在系统主页点击“注册”链接进行注册，操作界面如下： 

 

 

 
 

 
                                                                               
 填写信息后点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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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上传文件 

 
         
将工商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带公章的申请证明文件 3个附件扫描后

以附件方式上传，申请证明文件请下载模板，填写盖章后扫描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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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待省局审核 

 
 

4.4 企业注册情况查询 
       操作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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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帐号注册成功 

 

5 系统登录 
打开浏览器输入 http://scxk.nmpa.gov.cn:81/xk/login.jsp， 登录页

http://scxk.nmpa.gov.cn:81/xk/logi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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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输入帐号（9 位）、密码及验证码，点击“登录”按钮，验证成功后进入

系统，登录界面如下： 

 
 
 

6 找回密码 
点击登录页面中的“找回密码”链接，操作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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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企业业务办理 
7.1 新办申请 

 

7.1.1 填写企业基本情况表 1（务必最先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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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必最先保存表单 1。 
7.1.2 填写企业主要管理人员和检验人员情况表 2 

 
 

 

7.1.3 填写主要生产设备情况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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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填写主要检验设备情况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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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填写上传资料并提交信息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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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上传资料并提交申请表 
一、申请电子材料（在线上传）： 

1、化妆品生产许可申请表。 

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3、质量安全负责人简历。 

4、生产场所合法使用的佐证材料。 

5、厂区总平面图(包括厂区周围 30 米范围内环境卫生情况)及生产车间

（含各功能车间布局）、检验部门、仓库的建筑平面图。 

6、生产设备配置图。 

7、施工装修说明。 

8、生产环境条件和生产用水符合《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的检

测报告（检测报告应当是由经过国家相关部门认可的检验机构出具的 1 年

内的报告）。 

9、企业质量管理相关文件目录。 

10、工艺流程简述及简图。 

11、企业按照《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开展自查并撰写的自查报告。 

12、委托代理人办理的，须递交申请企业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身份证

明复印件和签订的授权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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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企业关于申请资料真实性的承诺书。 

14、许可部门要求的其他资料。 

 

提示：能通过在线获取并查验的资料，无需申请人提供纸质文件。 

二、申请纸质材料： 

以下材料我企业已按要求准备完毕（受理窗口提交） 

（1）化妆品生产许可申请表 ； 

（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3）质量安全负责人简历； 

（4）生产场所合法使用的佐证材料（土地所有权证书、房产证书或租赁

协议复印件）； 

（5）厂区总平面图(包括厂区周围 30 米范围内环境卫生情况)及生产车间

（含各功能车间布局）、检验部门、仓库的建筑平面图； 

（6）生产设备配置图； 

（7）施工装修说明（包括装修材料、通风、消毒设施）； 

（8）生产环境条件和生产用水符合《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的

检测报告（检测报告应当是由经过国家相关部门认可的检验机构出具的 1

年内的报告）； 

（9）企业质量管理相关文件目录； 

（10）工艺流程简述及简图（不同类别的产品需分别列出）； 

（11）企业按照《化妆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开展自查并撰写的自查报

告； 

（12）委托代理人办理的，须递交申请企业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身份

证明复印件和签订的授权委托书； 

（13）企业关于申请资料真实性的承诺书； 

（14）许可部门要求的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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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打印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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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8 查看申请状态 

 
 

 

7.2 变更申请 
       

7.2.1 变更申请基本情况【“登记事项变更”、“许可事项变更”、

“报告事项变更”】 

 
 

7.2.2 登记事项变更 
 登记事项变更包括：生产企业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等发生

变化，生产地址文字性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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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1 填写企业基本情况表 1 

 

7.2.2.2 填写上传资料并提交申请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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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许可事项变更 
 

许可事项变更包括：①生产许可项目变更；②可能影响产品质量安全的

生产设施设备发生变化；③在化妆品生产场地原址新建、改建、扩建车间的；

④同一个化妆品生产企业在同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申请增加化妆品生产地

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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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1 填写企业基本情况表 1 

 

7.2.3.2 填写企业主要管理人员和检验人员情况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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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3 填写主要生产设备情况表 3 

 
 

7.2.3.4 填写主要检验设备情况表四 
 

 
 

7.2.3.5 填写上传资料并提交申请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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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报告事项变更 
报告事项变更包括：质量安全负责人、预留的联系方式等发生变化的。 
 

7.2.4.1 填写企业基本情况表 1 

 
 



                                                                               第21页 

7.2.4.2 填写上传质量安全负责人履历资料表 2 
 

 
 
 

7.3 延续申请 
7.3.1 填写企业基本情况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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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填写上传资料并提交申请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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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注销申请 
7.4.1 填写企业基本情况表 1 
通过“生产许可号“检索出产品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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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填写上传资料提交申请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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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补领申请 
 

7.5.1 填写企业基本情况表 1 
通过“生产许可号“检索出产品基本信息 

 

 
 

7.5.2 填写上传资料提交申请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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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表单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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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的设置 
8.1 个人资料 

 
 

 



                                                                               第28页 

8.2 修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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