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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标检产品检测有限公司 
地址: 中国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富民南路68号    邮编: 523770 

电话: +86 769 8111 9888 Ext.8238    传真: +86 769 8111 9090    电邮: dgcfd@stc.group 

化学、食品和药物部 

化妆品测试服务合同   DGCFD/888/37 Rev02 

样品收取服务热线: +86 769 8111 9888 

化学及食品测试咨询热线: +86 769 8111 9888分机号 8238  

请用正楷填写/ 在适用方格内打  「√」 

此栏由本公司填写  

申请号:       客户号:       
 

接收日期:       
 

预计完成日期:       
 

审核:                                               日期:                                         .     
 

 申请公司:   供应商/ 制造商: 

            

地址:       地址:        

               

联系人: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电话:       传真:       

电邮:       发票交供应商:    是               否 

样品名称/ 描述:        

规格:       生产批号:             

生产日期:       样品数量:          

颜色和物态:       保质期或限期使用日期:       

包装情况:       

样品储存条件:   常温     冷藏     冷冻     避光     其他   (多样品时请填写附表) 

测试要求 (检验依据/ 标准/ 项目): 

理化及重金属: 

 pH值 

 汞 

 铅 

 砷 

 镉 
 

禁用组分测试项目: 

 盐酸美满霉素等7种组分 

(祛痘、除螨、抗粉刺) 

 丙烯酰胺 

 二噁烷 

 二甘醇 

 环氧乙烷 

 甲醇 

 氢醌 

 苯酚 

 其他:          

微生物: 

 菌落总数 

 霉菌和酵母菌总数 

 耐热大肠菌群 

 金黄色葡萄球菌 

 铜绿假单胞菌 
 

防腐剂测试项目: 

 苯甲醇 

 苯甲酸及其钠盐 

 苯氧异丙醇 

 苯扎氯铵 

 游离甲醛 

 山梨酸钾 

 苯氧乙醇 

毒理学测试: 

 急性皮肤刺激性试验 

 急性眼刺激性试验 

 多次皮肤刺激性试验 

 皮肤变态反应试验 
 

防晒剂测试项目: 

 苯基苯并咪唑磺酸等15种组分 

 二苯酮-2 

 二氧化钛 

 二乙氨羟苯甲酰基苯甲酸己酯 

 二乙基己基丁酰胺基三嗪酮 

 亚苄基樟脑磺酸 

 氧化锌 

 非特九项 

 流通报告 (标准全检)       

 非特九项+流通报告 (标准全检) 

      

 非特九项+二噁烷 

其他测试项目: 

 水杨酸等五种组分 (去屑剂) 

 α-羟基酸 (5种组分) 

 甲氧基肉桂酸乙基己酯 

 荧光增白剂 

 防腐挑战 

 其他:       

服务要求:  正常  优先 (40% 附加费)  特急 (100% 附加费)           (不包括取样板时间) 

报告种类:  中文报告  英文报告  中文/ 英文报告各一份 (加收HK$ 200) 

资质/ 盖章要求:  CMA      CNAS 判定要求:  下判定  不下判定          是否需要放样品图片:  需要       不需要 

需否退还样品:  需  不需  

取回报告:  自取  电邮  邮寄   快递* 

*测试样品在测试完成后将被销毁，若邮寄或快递服务，按情况征收相关费用。 

本人在此确认同意以载于本表格内的条件与条款 (亦载于 https://www.stc.group) 作为与东莞标检产品检测有限公司的合同的条件。在此确认同意前，我曾获得此条件与条款

的解说至明白，并获得提出问题 (如有) 的机会。 

公司授权代表人签名及公司盖章:  

(无授权代表人签名及公司盖章的申请表将不会受理) 

公司授权代表人姓名 

(请以正楷填写):       职位:       日期:       

 

    

https://www.stc.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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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的普通条款 
 

东莞标检产品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替客户进行所需测试或检定时，当根据以下条款进行，惟本公司亦保留拒绝接受任何客户有关测试或检定的委托，并毋须给予任何理由： 

1． 本公司只为给予本公司指示的某客户或机构（以下简称“该客户”）提供服务。除非获得该客户的授权，任何人士皆没有权利向本公司给予任何指示，尤其有关该测试的范围、报告及证书的送达方面。 
 

2． 所有须接受测试或检定的物资、设备及其他财产皆须由该客户自资及根据本公司的规定送达至本公司。当有关的测试或检定完成后，该客户被本公司要求时，须自行提取有关物资或设备。无论在任何情

况下若该客户未能于测试报告的签发日期起计的 30日内提取有关物资或设备（若该物资属于易消耗性质，例如食物及水的样本，有关时限则为 7日），本公司可以酌情弃臵该物资或设备及毋须赔偿该客

户。 
 

3． 该客户在本公司提供服务前或正在服务时，须遵守以下条款： 

(a) 提供及时的指示和足够的资料，务求令本公司能提供有效的服务； 

(b) 在本公司的要求下，提供任何设备及人员，让本公司能有效地提供服务； 

(c) 采取所有必须的行动，以消除或补救任何会阻碍本公司提供服务的事物； 

(d) 预先通知本公司有关该样本或进行测试时据涉及的真确或潜在危险； 

(e) 为本公司的员工或代表提供所有必须的通行，令致本公司能有效地提供该客户所需的服务； 

(f) 在本公司提供该服务期间，确保在本公司提供服务的有关环境、地点及其装臵的安全措施已经执行； 

(g) 无论本公司已否发出测试报告或证书，该客户须充分履行其与其他方所签订的合同（如销售合同）的责任，否则本公司毋须向该客户承担任何责任。 
 

4． 在本公司接受该客户委托的前提下，本公司将会发出测试报告及证书，在该客户委托范围内呈报本公司的意见；惟本公司毋须在该客户的委托范围以外呈报任何事实。该客户须提交充足和准确的测试样

本资料给本公司，否则本公司不会对证书和/ 或报告上的任何有关错误负上任何责任。 
 

5． 本公司是被该客户不可撤换地授权以本公司的酌情方法送达测试报告或证书予该客户所指定的或由本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行业习惯、习性或是一般做法而决定的其他地方。 
 

6． 本公司将以保密的方法处理及签发有关测试报告予客户。在未得本公司的同意下，该测试报告不得作全部或部分翻制，或作宣传或其他未经本公司许可的用途。当该客户从本公司收到有关测试报告后，

可以展示或传送该测试报告或由本公司所制定该测试报告的核证版本予其顾客、供应商或其他直接有关人士。在不影响第 7 条款的前提下，除非被有关政府机构、法律或法庭命令所要求，本公司在未经

客户的同意前，将不会与其他方就测试报告的内容进行任何讨论、书信的往来或透露。 
 

7． 除非该客户在递交申请书时以书面反对，本公司将有权透露有关测试的文件及/ 或档案予任何第三者认证/ 认可机构作审核或其他相关用途。本公司无须因透露文件及/ 或档案的内容负上任何责任。 
 

8． 在不影响第 7条款的前提下，本公司承诺对在实验室活动中获得或产生的所有该客户信息承担管理责任： 

(a) 本公司会将其准备公开的信息事先通知该客户。除该客户公开的信息，或本公司与该客户有约定（例如：为回应投诉的目的，或第7条款所述的情况），其他所有信息都被视为专有信息，会予保

密。 

(b) 当本公司依据法律要求或合同授权透露保密信息时，会将所提供的信息通知到相关该客户或个人，除非法律禁止。 

(c) 本公司从该客户以外渠道（如投诉人、监管机构）获取有关该客户的信息时，会在该客户和本公司间保密。除非信息的提供方同意，本公司会为信息提供方（来源）保密，且不会告知该客户。 

(d) 本公司人员，包括委员会委员、合同方、外部机构人员或代表本公司的个人，会对在实施实验室活动过程中获得或产生的所有信息保密，法律要求除外。 
 

9． 假若该客户准备利用本公司所签发的测试报告在司法或仲裁程序上，该客户于呈交样本予本公司作测试前必须明确阐述此用途。 
 

10． 除非本公司的确进行抽样测试及于有关测试报告内阐明此项事实，该测试报告只适用于已被测试的样本，而不适用于大量额度的有关货品。 
 

11． 当该客户要求针对检测作出与规范或标准符合性的声明时（如通过/ 未通过，在允许限内/ 超出允许限），除非规范或标准本身已包含判定规则或该客户另有指定，本公司将采用 ILAC-G8 指导文件（及/

或在电工类测试领域时的 IEC Guide 115）作为判定规则。采用 ILAC-G8 文件时，如果测量值加/减覆盖率概率为 95％的扩展不确定度时与判定限值重叠，则不能进行符合性声明。有关该文件的资料可

以从本公司取得。 

12． 任何记载该客户与其他方相互关系的文件（如销售合同、信用状、运载证明书），本公司一概视为纯粹资料，将不会影响本公司接受该客户所委托的服务范围或责任。 
 

13． 假若该客户并未指定该测试所应用的测试方法或标准，本公司将会自行选择适当的方法或标准；有关该测试方法的资料可以从本公司取得。 
 

14． 在本公司或其他进行测试的地方或在往返本公司与该进行测试地方的期间，假若物资、设备或财物发生任何损失或损坏，无论是否由于本公司的雇员、职员、代理或独立承包商的任何行为、疏忽或失职

所造成，本公司的雇员、职员、代理或独立承包商皆毋须负上任何责任及不会遭受任何追讨。 
 

15． 本公司对由于利用本公司所签发的任何测试报告或通讯内的资料而造成的损失，概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16． 在不影响第 14和第 15条款的前提下，本公司就任何损失所承担的赔偿总额将不会超过与该追讨有关的本公司可收取服务费用的 5倍；本公司的赔偿责任亦绝对不会包含任何该客户的间接、特殊或随后

引致的损失（即并非由事故立刻造成，但其结果导致的破坏或损失）。 
 

17． 假若本公司被任何非本公司能控制的因素导致未能提供该测试服务，而该测试服务亦已备受委托或有关协议已经协定，该客户仍须向本公司支持以下费用： 

(i) 所有本公司已付的与该测试服务有关的费用及支出； 

(ii) 与本公司已经提供的测试服务成比例的部分已协议的该测试服务费用或佣金；同时本公司毋须继续承担有关该测试服务中尚未完成的部分或全部责任。 
 

18. 除非有关追讨是在与该追讨有关的本公司所提供服务的日期起计的一年内提出，或是由本公司应该提供服务的日期起计的一年内提出，本公司将毋须就该追讨负任何赔偿责任。 
 

19. 该客户同意本公司并不纯因与该客户建立合约关系或提供测试服务而代替该客户承担向其他方的责任。此外，本公司并非是保险承保人或担保人，将不承担有关的任何责任。 
 

20. 就其他方提出任何追讨本公司、雇员、代理或独立承办商有关本公司提供或未能提供测试服务的任何损失或支出，而与该测试服务有关的追讨总额超过第 16条款所订的赔偿限额，该客户须赔偿予本公司

上述追讨总额超出第 16条款所订的赔偿限额的差额。 
 

21. 假若该测试报告被不适当地运用，本公司将会保留权利撤回该测试报告，及采取任何适当的措施。 
 

22. 该客户同意其委托本公司进行测试所得出之报告，并不能作为针对本公司法律行动的依据。 
 

23. 本公司接纳及存档某样本是建基于肯定的基础，即该样本已经该客户投保或承担由于本公司在分析或处理该样本期间发生的火灾、盗窃或任何损失，并且不能向本公司或其职员、代理或独立承包商追讨

任何损失。 
 

24. 假若该客户的要求令致有关该样本的测试须于该客户或任何第三方的实验室进行，则本公司只会代为传送有关该测试的结果，对其准确性概不负任何责任。如本公司只可证明该客户或任何第三方的实验

室已进行有关测试，则本公司只可确认某正确的样本已经被测试，而毋须为该测试的准确性负任何责任。 
 

25. 假若本公司于提供测试服务的过程中需要未可预计的额外时间或支出，则本公司可以根据该基础向该客户收取额外的费用。 
 

26. 本公司在提供测试服务期间所衍生的任何报告、证书或其他物资，其相关的所有法律产权（包括知识产权），皆由本公司所拥有。 
 

27. 该客户应于本公司所发出的发票日期或由本公司以书面同意的特定日期内准时支持有关该测试的所有费用，否则该客户需要支付本公司发票日期起计至实际付款日期的利息（以每月 3 厘计）。该客户亦

须支付本公司用于追讨该笔欠款的所有费用，包括法律费用。 
 

28. 当本公司收到该客户的请求，本公司可以电子媒介传递有关测试服务的结果，但该客户应注意，电子媒介传递不能保证其所含资料不会流失、延缓或被其他方截取。对于电子媒介传递导致其所含的任何

资料出现泄露、差误或遗漏，本公司将不会负任何责任。 
 

29. 在有需要情况下，本公司可以将全部或部分测试服务向外承判予合资格的承办商，该客户若在呈交测试服务的申请表时未有提出对上述的反对，该客户将被视作同意上述本公司的安排。 
 

30. 本公司根据有关该客户所需的测试或检定服务的个别情况，保留在上列所有普通条款上再增加特别条款的权力（此条款在该客户接获本公司的有关通知方生效）。 
 

31. 对于本公司和该客户因本协议所产生的任何争议或索赔或有关本协议之违反，终止或无效，这里的条款应优先于各方或其代理人先前于口头上或书面上已协议之任何其它条款。 
 

32. 这里的条款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凡因它们产生的或与上述条款有关的任何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议不成，该争议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

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仲裁费用应由败诉方承担。 
  

 

东莞标检产品检测有限公司确认 
 

公司盖章及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及职务：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     _________ 

  


