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上提供的资料是由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及其成员机构从其认为准确的数据来源取得。该数据的发布并没有附载任何保证、声明、促使或许可。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及其成员
机构不会就任何因使用或依赖该数据而产生的后果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总部：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   

香港新界大埔工业邨大宏街10号                                                                                                                                        www.stc.group               
 
 

 
Issue No.: 22/17/TCD

 
 
 

加州65号提案实施警告标识新规 
 

2016年8月30日，美国加州环境健康危害评估办公室 (OEHHA) 宣布加州65号提案标题27第6条关于“清晰及合理

的警告信息”，将采用新规例。新规明确规定了提供消费品风险警告的责任，并对法案涵盖的消费品在如何准备

和传递清晰及合理的警告信息方面提供指引。新规将于2018年8月30日开始生效。过渡期内，现行或新版的警告

语标签均可使用。 
 
新的警告信息法规主要有如下要求： 
 
提供消费品风险警告的责任： 

 产品的制造商、生产商、包装商、进口商、供应商或分销商应为产品提供警告信息或附加警告标签，或者向

零售商的授权代理提供一份书面通知，包括如下内容： 
 阐述产品可能导致与一种或多种加州65号提案中所列有害化学物质接触的风险； 
 产品准确的名称或产品的描述或其他可识别产品的信息； 
 所有必要的警告材料，例如：标签 (Label)、标注 (Labeling)、标牌 (Shelf Sign) 或标签牌 (Tag)，以

及网站上售卖产品的警告语。 

如果是提供书面通知给零售商的授权代理，则： 
 通知必须更新，而且确认代理在新规执行首年的六个月内收到通知，并且以后每年如此； 
 警告中载列的化学品名称或风险 (癌症或生殖毒性) 如有任何变更，则需要在90天内提供一个额外的通

知。 

 零售商要负责放置和维护警告材料，包括网站上售卖产品的警告语。 

 遇到如下情况之一，零售商才要负责提供消费品风险警告： 
 零售商自家品牌或授权产品； 
 零售商在知情下引入或导致产品中含有列入清单的化学物质； 
 零售商已将产品上的警告标签覆盖、掩盖或更改； 
 零售商收到通知和警告材料，但售卖产品时并未提供警告； 
 零售商实际知情消费品有潜在风险，需要警告，但供应链内并未有其他伙伴提供该产品警告。 

 
清晰及合理的警告信息—方法和内容： 
新规对消费品和其它范畴的风险警告提供了内容要求和可接受的传递方式。其它范畴的风险包括环境风险；职业

风险；特定产品、化学和区域风险；食品风险等。这里只提供关于消费品风险警告的信息；其它信息请访问网

址：http://www.propo65warnings.ca.gov/. 
 
消费品风险警告： 
传递方法：消费品风险警告必须在明显的位置标示，可以用标签、标注或标牌，必须易于阅读及易懂，传递方法

有以下几种，可以选择其中一种或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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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特定的警告要提供在： 
 产品每一个陈列点的展示标牌 (Posted Sign)、货架标签牌 (Shelf Tag)、货架标牌 (Shelf Sign)上； 
 产品采购之前或采购期间自动通过任何电子设备或程序提供给买方； 

(2)   对于网购，要在产品展示的页面显示警告信息或显示“WARNING”一词并清楚标明超链接、或在完成采购订

单前以其它方式提供警告信息。 

(3)   对于目录采购，目录上必须提供警告，且在一定程度与产品清晰的关联在一起。 

(4)   警告信息的周围如果还有其它语言的消费信息，则警告信息也要相应地采用英文及该种语言。 
 
内容： 消费品风险信息的内容中应列载一种或多种列入清单的化学物名称以及包含以下元素： 
(1)   一个黄色等边三角形内加一个黑色感叹号的符号。设计时三角形必须用粗黑色外框。如果产品标牌、标签或

者货架标签牌没有用黄色印刷，符号也可以用黑白色。符号应该放在警告信息文字的左侧，尺寸不可以小于

“WARNING”这个词； 

(2)   单词“WARNING”：要全字母大写并加粗。整个警告信息最小用6号字，且不得小于产品上其它消费信息的最

大字号。 
 
关于产品特定的警告，如果符合以下内容要求，可以用简易形式而不用写出产品所含化学物的名称。 

风险 内容 

已列入清单的致癌物 WARNING: Cancer – www.P65Warnings.ca.gov.  (警告：致癌) 

已列入清单的生殖毒物 WARNING: Reproductive harm – www.P65Warnings.ca.gov.  (警告：生殖危害) 
 

如果没有简易形式的警告，则必须提供详细的警告信息，例如：  

风险 内容 

已列入清单的致癌物 

WARNING: This product can expose you to [chemicals including] [name of one or 
more chemicals], which is [are] known to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to cause cancer.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www.P65Warnings.ca.gov. 

警告：该产品会令你接触到以下化学物 (一种或多种化学物名称)，这种/些化学物在加

州已被记录在案的，有致癌风险。更多信息请访问网址：www.P65Warnings.ca.gov.  

已列入清单的生殖毒物 

WARNING: This product can expose you to [chemicals including] [name of one or 
more chemicals], which is [are] known to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to cause birth defects 
or other reproductive harm.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www.P65Warnings.ca.gov.  

警告：该产品会令你接触到以下化学物 (一种或多种化学物名称)，这种/些化学物在加

州已被记录在案的，有导致出生缺陷或导致其他生殖伤害的风险。更多信息请访问   
网址：www.P65Warnings.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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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产品的特殊警告和传递方法如下： 

产品 传递方式 内容 

食品 
警告内容的字号不得小于产品其它信

息的字号，且不得小于6号 

接触已列入清

单的致癌物的

风险 

WARNING: Consuming this product can 
expose you to [chemicals including] 
[name of one or more chemicals], which is 
[are] known to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to 
cause cancer.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www.P65Warnings.ca.gov/food. 
 
警告：该产品会令你接触到以下化学物 (一
种或多种化学物名称)，这种/些化学物在加

州已被记录在案的，有致癌风险。更多信

息请访问网址：

www.P65Warnings.ca.gov/food.  

接触已列入清

单的生殖毒物

的风险 

WARNING: Consuming this product can 
expose you to [chemicals including] 
[name of one or more chemicals], which is 
[are] known to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to 
cause birth defects or other reproductive 
harm.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www.P65Warnings.ca.gov/food. 
 
警告：该产品会令你接触到以下化学物 (一
种或多种化学物名称)，这种/些化学物在加

州已被记录在案的，有导致出生缺陷或导

致其他生殖危害的风险。更多信息请访问

网址：www.P65Warnings.ca.gov/food. 

酒精饮料 

在菜单或餐馆所提供的酒精饮料清

单上要提供警告信息。 
 
通过邮递在加州销售或分销的酒精

饮料，应在集装箱或运输包装上提

供警告，字号不能小于8号，且不

小于其它消费信息的最大字号。 

WARNING: Drinking distilled spirits, beer, coolers, wine 
and other alcoholic beverages may increase cancer risk, 
and, during pregnancy, can cause birth defects.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www.P65Warnings.ca.gov/alcohol. 
 
警告：饮用蒸馏酒、啤酒、冷饮、葡萄酒及其它酒精饮料

可能增加患癌风险，怀孕期间则可能导致出生缺陷。更多

信息请访问网址：www.P65Warnings.ca.gov/alcohol. 

食品和饮料 
警告的字号不能小于菜单上一般项

目名称的最大字号。 

WARNING: Certain foods and beverages sold or served 
here can expose you to chemicals including acrylamide in 
many fried or baked foods, and mercury in fish, which are 
known to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to cause cancer and birth 
defects or other reproductive harm.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www.P65Warnings.ca.gov/restaurant. 
 
警告：在这里出售或供应的某些食品和饮料可能令你接触

到一些化学物，包括许多油炸或烘烤食品中含有的丙烯酰

胺和鱼中含有的汞，这种/些化学物在加州已被记录在案

的，有致癌或导致出生缺陷或导致其他生殖危害的风险。

更多信息请访问网址：

www.P65Warnings.ca.gov/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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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传递方式 内容 

原木 

可以使用以下一种或两种方法： 
1. 必须在销售点或展示点提供警

告，尺寸不能小于 8.5*11 英

寸，印刷字号不能小于20号。 
2. 当产品以散装的形式售卖时，

发票或收据上也要提供警告，

字号不能小于12号。 

WARNING: Drilling, sawing, sanding or machining 
wood products can expose you to wood dust, a 
substance known to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to cause 
cancer. Avoid inhaling wood dust or use a dust mask 
or other safeguards for personal protec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www.P65Warnings.ca.gov/wood. 

警告：对木制产品进行钻、锯、打磨或加工会令你接

触到木尘，木尘是一种在加州已被记录在案的致癌

物。为避免吸入木尘，使用防尘面罩或其他防护措施

进行个人防护。更多信息请访问网址：

www.P65Warnings.ca.gov/wood.  

家具 

必须使用以下任何一种方法，将警

告粘贴在家具产品上： 
1. 在每个公共入口处或展示点，

以告示或标识牌的形式显示警

告，尺寸不得小于 8.5*11 英

寸，印刷内容的字号不能小于

28号； 
2. 在每张收据上印刷或标记，字

号不得小于12号。 

WARNING: This product can expose you to 
chemicals including [name of one or more 
chemicals known to cause cancer, name of one or 
more chemicals known to cause reproductive 
toxicity, or name of one or more chemicals known 
to cause both cancer and birth defects or other 
reproductive harm], which is [are] known to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to cause cancer or birth defects 
or other reproductive harm. For more information 
go to www.P65Warnings.ca.gov/furniture.  

警告：该产品会令你接触到以下化学物 (一种或多种

知名的致癌化学物、一种或多种知名的具有生殖毒

性化学物名称、一种或多种知名的导致癌症或出生

缺陷或其他生殖伤害的化学物名称)，这种/些化学物

在加州已被记录在案的，有致癌或导致出生缺陷或

导致其他生殖危害的风险。更多信息请访问网址：

www.P65Warnings.ca.gov/furniture.  

 
第25607.30章和25607.31章关于罐装和瓶装食品和饮料中双酚A(BPA) 风险警告已经自2017年7月1日起废止。

旧版本涉及到双酚A警告的效力 (第25603.3章) 将延续到2017年12月30日。 
 
STC (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 是一间非牟利、独立的测试、检验及认证机构，在全球多处设有获 ISO/IEC 17025 
认可的检测实验室，而且具有逾50年消费品检测经验，可为您提供快捷、可靠的符合性评定服务！ 
 
如欲了解更多相关信息，请与STC玩具及儿童产品部联系： 
香港 电话：+852 2666 1817 / 2666 1863 / 2666 1895 传真：+852 2663 9612  电邮：hktcd@stc.group 
东莞 电话：+86 769 8111 9888 传真：+86 769 8301 6251 电邮：dgtcd@stc.group 
上海 电话：+86 21 5219 8248 传真：+86 21 5219 8249 电邮：shtcd@stc.gro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